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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职业卫生

职业卫生
职业病

一、职业病概述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
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病危害，是指对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可能导致职业病的各种危害。职业病
危害因素包括 ：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的化学、物理、生物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
中产生的其他职业有害因素。
职业禁忌，是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
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或
者在从事作业过程中诱发可能导致对他人生命健康构成危险的疾病的个人特殊生理或
者病理状态。
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
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
监管、行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机制，实行分类管理、综合治理。用人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不得采购和使用无厂家名称、无产品合格证、无安全标志的劳动防
护用品。

二、用人单位应采取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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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
产和使用。
2.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
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结果。

3. 用 人 单
位应采取
的职业病
防治管理
措施包括：

A. 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兼职的
职业卫生专业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B. 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C. 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D. 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
E. 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

4.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设立设备、工具、用具等设施应符合保护劳动
者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三、建筑业存在的职业病
建筑业存在的职业病包括职业中毒、尘肺、物理因素职业病、职业性眼病、职业
性皮肤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肿瘤及其他职业病。
1. 职业中毒
（1）铅及其化合物中毒（蓄电池、油漆、喷漆等）。
（2）汞及其化合物中毒（仪表制作）。
（3）锰及其化合物中毒（电焊、锰铁、锰钢冶炼）。
（4）磷及其化合物中毒（不包括磷化氢、磷化锌、磷化铝）。
（5）砷及其化合物中毒（不包括砷化氢）。
（6）二氧化硫中毒（酸洗、硫酸除锈、电镀）。
（7）氨中毒（晒图）。
（8）氮氧化合物中毒 [ 接触硝酸、放炮（TNT 炸药）、锰烟 ]。
（9）一氧化碳中毒（煤气管道修理、冬期取暖）。
（10）二氧化碳中毒（接触煤烟）。
（11）硫化氢中毒（下水道作业工人）。
（12）四乙基铅中毒（含铅油库、驾驶、汽修）。
（13）苯中毒（油漆、喷漆、烤漆、浸漆）。
（14）甲苯中毒（油漆、喷漆、烤漆、浸漆）。
（15）二甲苯中毒（油漆、喷漆、烤漆、浸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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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汽油中毒（驾驶、汽修、机修、油库工等）。
（17）氯乙烯中毒（粘接、塑料、制管、焊接、玻纤瓦、热补胎）。
（18）苯的氨基及化合物中毒（不包括三硝基甲苯）。
（19）三硝基甲苯中毒（放炮、装炸药）。
2. 尘肺
（1）矽肺（石工、风钻工、炮工、出碴工等）。
（2）石墨尘肺（铸造）。
（3）石棉肺（保温及石棉瓦拆除）。
（4）水泥尘肺（水泥库、装卸）。
（5）铝尘肺（铝制品加工）。
（6）电焊工尘肺（电焊、气焊）。
（7）铸工尘肺（浇铸工）。
3. 物理因素职业病
（1）中毒（夏天高温作业、锅炉工等）。
（2）减压病（潜涵作业、沉箱作业）。
（3）局部振动病（制管、振动棒、风铆、电钻、校平）。
4. 职业性眼病
（1）化学性眼部烧伤（酸、碱、油漆）。
（2）电光性眼炎（紫外线、电焊）。
（3）职业性白内障 [ 含放射性白内障（激光）]。
5. 职业性皮肤病
（1）接触性皮炎（中国漆、酸碱）。
（2）光敏性皮炎（沥青、煤焦油）。
（3）电光性皮炎（紫外线）。
（4）黑变病（沥青熬炒）。
（5）痤疮（沥青）。
（6）溃疡（铬、酸、碱）。
6.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1）噪声聋（铆工、校平、气锤）。
（2）铬鼻病（电镀作业）。
7. 职业性肿癌
（1）石棉所致肺癌、间皮癌（保暖工及石棉瓦拆除）。
（2）苯所致白血病（接触苯及其化合物油漆、喷漆）。
（3）铬酸盐制造业工人肺癌（电镀作业）。
8. 其他职业病
（1）化学灼伤（沥青、强酸、强碱、煤焦油）。
（2）金属烟热（锰烟、电焊镀锌管、熔铅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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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性哮喘（接触易过敏的土漆、樟木、苯及其化合物）。
（4）职业性病态反应性肺泡炎（接触中国漆、漆树等）。
（5）牙酸蚀病（强酸）。

第二节

建筑业存在职业危害的主要工种

根据建筑业存在职业病的种类，建筑业存在职业危害的主要工种详见表 1-1。
建筑行业有职业危害的工种
有害因素分类

主要危害

表 1-1

次要危害

危害的主要工作

岩石尘、黄泥沙尘、噪声、
振动、三硝基甲苯

石工、碎石机工、碎砖工、掘进工、风
钻工、炮工、出碴工

高温

筑炉工

高温、锰、磷、铅、三氧
化硫等

型砂工、喷砂工、清砂工、浇铸工、玻
璃打磨等

矿渣棉、玻纤尘

安装保温工、石棉瓦拆除工

振动、噪声

混凝土搅拌机司机、砂浆搅拌工、水泥
上料工，搬运工，料库工

苯、甲苯、二甲苯环氧树
脂

建材、建筑科研所试验工、公司材料试
验工

金属尘

噪声、金钢砂尘

砂轮磨锯工、金属打磨工、金属除锈工、
钢窗校直工，钢模板校平工

木屑尘

噪声及其他粉尘

制材工、平刨机工、压刨机工、平光机
工、开榫机工、凿眼机工

噪声

生石灰过筛工、河沙运料、上料工

铅

铅尘、铅
烟、铅蒸
气

硫酸、环氧树脂、乙二胺
甲苯

充电工、铅焊工、溶铅、制铅板、除铅
锈、锅炉管端退火工、白铁工、通风工、
电缆头制作工、印刷工、铸字工、管道
灌铅工、油漆工、喷漆工

四乙基铅

四乙基铅

汽油

驾驶员、汽车修理工、油库工

环氧树脂、乙二胺、铅

油漆工、喷漆工、环氧树脂、涂刷工、
油库工、冷沥青涂刷工、浸漆工、烤漆
工、塑料件制作和焊接工

矽尘

石棉尘

粉尘
水泥尘

其他粉尘

苯、甲苯、二
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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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因素分类

主要危害

次要危害

危害的主要工作

高分子化合物

聚氯乙烯

铅及化合物、环氧树脂、
乙二胺

粘接、塑料、制管、焊接、玻璃瓦、热
补胎

锰

锰尘、锰
烟

红外线、紫外线

电焊工、气焊工、对焊工、点焊工、自
动保护焊、惰性气体保护焊、冶炼

铬氰化合物

六价铬、
锌、酸、
碱、铅

电镀工、镀锌工

氨
汞

制冷安装、冻结法施工、熏图
汞及其化
合物

仪表安装工，仪表监测工
硫酸酸洗工、电镀工、冲电工、钢筋等
除锈、冶炼工

二氧化硫

氮氧化合物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CO

非电离
辐射

硝酸

密闭管道、球罐、气柜内电焊烟雾、放
炮、硝酸试验工

C02

煤气管道修理工、冬期施工暖棚、冶炼、
铸造

紫外线、红外线、可见光、
激光、射频辐射

电焊工、气焊工、不锈钢焊接工、电焊
配合工、木材烘干工、医院同位素工作
人员

辐射
电离辐射

X 射线、γ 射线、α 射线、 金属和非金属探伤试验工、氩弧焊工、
超声波
放射科工作人员

振动、粉尘

离心制管机、混凝土振动棒、混凝土平
板振动器、电锤、汽锤、铆枪、打桩机、
打夯机，风钻、发电机、空压机、碎石机、
砂轮机、推土机、剪板机、带锯、圆锯、
平刨、压刨、模板校平工、钢窗校平工

全身振动

噪声

气锻工、桩工，打桩机司机、推土机司
机、汽车司机、小翻斗车司机、吊车司
机、打夯机司机、挖掘机司机、铲运机
司机、离心制管工

局部振动

噪声

风钻工、风铲工、电钻工、混凝土振动
棒、混凝土平板振动器、手提式砂轮机、
钢模校平、钢窗校平工、铆枪

噪声

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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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危害程度及防治措施

一、职业危害程度
（一）粉尘危害
建筑施工作业粉尘多，建筑工人在含尘浓度高的场所作业，吸入肺部的粉尘量就
多，当尘粒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引起肺组织发生纤维化病变，使肺组织逐渐硬化，
失去正常的呼吸功能，称为尘肺病。按发病原因，尘肺可分为五类 ：
1. 矽肺
吸入含有游离二氧化硅（原称“矽”）粉尘而引起的尘肺称为矽肺。建筑行业中
与矽接触的作业是隧道施工，凿岩、放炮、出碴、水泥制品厂的碎石、施工现场的砂
石、石料加工、玻璃打磨等。
2. 硅酸盐肺
吸入含有硅酸盐粉尘而引起的尘肺称为硅酸盐肺（俗称矽肺）。如：石棉肺、滑石肺、
水泥肺、云母肺等均属硅酸盐肺。建筑行业中接触较多的是水泥尘和石棉尘。接触石
棉尘，不仅容易发生硅酸盐肺，而且可能导致石棉癌。
3. 混合性尘肺
吸收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粉尘和其他粉尘而引起的尘肺的称为混合性尘肺。如 ：建
筑业、机械制造、修理的翻砂、铸造等作业。
4. 焊工尘肺
电焊烟尘的成分比较复杂，但其主要成分是铁、硅、锰。其中主要毒物是锰、铁、
硅等。毒性虽然不大，但其尘粒极细（5μm 以下）在空中停留时间较长，容易吸入肺内。
特别是在密闭容器及通风除尘差的地方作业，对焊工的健康将造成危害。尘肺就是其
中之一。
5. 其他尘肺
吸入其他粉尘而引起的尘肺称为其他尘肺。如 ：金属尘肺、木屑尘肺均属其他尘
肺。吸人铬、砷等金属粉尘，还可患呼吸系统肿瘤。
患尘肺的发病率，取决于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高低和粉尘粒子大小；凡浓度越高、
尘粒越小，危害越大，发病率越高。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直径 5μm 以下的细微尘粒，
因其可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所以最容易被作业人员吸入肺部而患职业性尘肺病。

（二）毒物危害
1. 有毒物进入人体的途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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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中，毒物进入人体主要是经呼吸道或皮肤进入。经过消化道者极少。
（1）经呼吸道进入。是生产毒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肺泡对毒物的吸收极其迅速。
（2）经皮肤进入。经皮肤吸收毒物有三种，即通过表皮屏障，通过毛囊，极少通
过汗腺导管进入人体。
（3）经消化道进入。这种途径极少见，大多是不遵守卫生制度引起，如工人在有
毒的车间进食或用污染了毒物的手取食物，或者由于误食所致。
2. 窒息性气体危害、性能及常见的症状
窒息性气体是指进入人体后，使血液的运氧能力，或组织利用氧的能力发生障碍，
结果造成身体组织缺氧的一种有害气体。常见的窒息性气体有一氧化碳、硫化氢和氰
化物。
在建筑业常见的是工地取暖或加热煤炉和宿舍取暖煤炉，由于门窗密闭，易发生
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三种表现如下 ：
（1）轻度中毒 ：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恶心、有时呕吐、全身无力。只要脱离
现场，吸入新鲜空气，症状可消失。
（2）中度中毒 ：除上述症状外，初期可有多汗、烦躁、脉搏快、很快进入昏迷状
态 ；如抢救及时，可较快苏醒。
（3）重度中毒 ：吸入高浓度一氧化碳，患者突然昏倒，迅速进入昏迷，经及时抢
救可逐渐恢复，时间长了，可窒息死亡。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主要是搞好通风设施，煤炉要严加看管。
3. 锰中毒
锰是一种灰白色硬脆的金属，用途广泛，在建筑施工中主要是各类焊工及其配合
工接触。焊条中含锰约 10 ～ 50％。焊接时发生大量的锰烟尘。车间焊接作业场空气
中锰烟尘浓度为 3.36mg/m3（超标 17 倍），而工地简易焊接工棚，房屋低矮，空间狭
小，通风不良，锰烟尘浓度高达 4.43mg/m3（超标 22 倍），特别是密闭性球罐、气柜、
水箱及工业管道内焊接，锰烟尘浓度高达 49.27mg/m3（超标 246 倍），锰蒸汽在空气
中能很快地氧化成灰色的一氧化锰（MnO）及棕红色的四氧化三锰（Mn3O4）烟。长
期吸入超过允许浓度的锰及其化合物的微粒和蒸汽，则可能造成锰中毒。
焊工的锰中毒，主要是发生在高锰焊条和高锰钢焊接中，发病较慢，大多在接触
3 ～ 5 年以后，甚至可长达 20 年才逐渐发病。初期表现为疲劳乏力、时常头痛头晕、
失眠，记忆力减退，以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锰中毒主要是锰的化合物引起的，急性锰中毒较为少见，如连续焊接吸入大量氧
化锰时，也可发生“金属烟雾热”。电焊工人如在作业环境通风不良的管道、坑道、球罐、
水箱内焊接，可能出现头痛、恶心、寒颤、高热，以及咽痛、咳嗽、气喘等症状。
4. 铅中毒
铅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吸入人体的，其特点是吸收快毒性大。
铅中毒的表现 ：大多表现为慢性中毒，一般常有疲乏无力，口中金属味，食欲不
振，四肢关节肌肉酸痛等。随着病情加重可累及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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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经系统 ：神经衰弱症候群是出现较早的症状，如头痛、头昏、疲乏无力、
记忆力减退，睡眠障碍（失眠）、烦躁、关节酸痛等。
（2）消化系统 ：常见的有食欲不振，口内有金属味，腹部不适、隐痛、腹泻或便
秘，甚至可出现腹部绞痛。
（3）血液系统 ：铅中毒时，少数患者可出现轻度贫血，经驱铅治疗后迅速恢复。
5. 苯中毒
在建筑施工中，油漆、环氧树脂、冷沥青、塑料以及喷漆、粘接、机件的浸洗等
均用其作为有机溶剂、稀释剂和清洗剂。有些粘接剂含苯、甲苯或丙酮的浓度高，容
易发生急性苯中毒。
苯中毒的表现为 ：
（1）急性中毒 ：通风不良，而又无有效的个人防护品时，最易发生急性中毒，主
要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麻醉作用。严重者，神志突然丧失，迅速昏迷、抽风、脉搏减弱、
血压降低，呼吸急促表浅，以至呼吸循环衰竭，如抢救及时，多数可以恢复，若不及
时，可因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
（2）慢性中毒 ：长期吸人低浓度的苯蒸气，可能造成慢性苯中毒。女性可出现月
经过多。部分病人可出现红细胞减少和贫血，有的甚至出现再生不良或再生障碍性贫
血。个别患者也有发生白血病的。
此外，接触苯的工人，可能出现皮肤干燥发红、疱疹、皮炎、湿疹和毛囊炎等。此外，
苯对肝脏有损害作用。

（三）噪声危害
在现行《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中规定 ：新建企业、车间的噪声标准不准超过
85dB（A）。对于现有企业，考虑到经济、技术条件和技术可能性，可暂定 85dB（A）。
在施工及构件加工过程中，存在着多种无规律的音调和使人听之生厌的杂乱声音。
噪声分为 ：
1. 机械性噪声
由机械的撞击、摩擦、敲打、切削、转动等而发生的噪声。如风钻、风铲、混凝
土搅拌机、混凝土振动器、离心制管机 ；木材加工的带锯、圆锯、平刨 ；金属加工的
车床、钢模板及钢窗校平等发生的噪声。
2. 空气动力性噪声
如通风机、鼓风机、空气压缩机、铆枪、空气锤打桩机、电锤打桩机等发出的噪声。
3. 电磁性噪声
如发电机、变压器等发出的噪声。
4. 爆炸性噪声
如放炮作业过程中发出的噪声。
噪声不仅损害人的听觉系统，造成职业性耳聋、爆炸性耳聋，严重者可鼓膜出血；
而且造成神经系统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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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噪声的危害
（1）头晕、头痛、耳鸣、多梦、失眠、心慌、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重听、
耳聋等症状，严重者可产生精神错乱。
（2）损害心血管。噪声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噪声会加速心脏衰老，增加心
肌梗塞发病率。
（3）噪声还可以引起如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精神障碍、内分泌紊乱，导致事故率
升高。
（4）对女性生理机能的损害，导致流产及早产等。
6. 噪声防治
（1）从声源上降低噪声 ；
（2）从传播途径上降低噪声 ；
（3）采取降噪措施。

（四）放射线伤害
1. 建筑施工中常用 x 射线和 y 射线进行工业探伤、焊缝质量检查照片等。
放射性伤害主要是可使接受者出现造血障碍，白血球减少，代谢机能失调，内分
泌障碍，再生能力消失，内脏器官变性，女职工产生畸形婴儿等。
2. 放射线防护
（1）时间防护 - 缩短受照射时间 ；
（2）距离防护 - 延长与辐射源之间的距离 ；
（3）屏蔽防护 - 在人体与辐射源之间设置防护屏障 ；
（4）控源防护 - 控制放射源尽可能减少辐射剂量和照射面积。

（五）弧光辐射的危害
对建筑施工来说主要是紫外线的危害。
适量的紫外线对人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但长时间受焊接电弧产生的强烈紫外线
照射对人的健康是有一定危害的。
手工电弧焊、氩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等离子弧焊等作业，都会产生紫外
线辐射。其中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弧光强度是手工电弧焊的 2 ～ 3 倍。
紫外线对人体的伤害是由于光化学作用，主要造成对皮肤和眼睛的伤害。

（六）振动危害
建筑行业产生振动危害的作业主要有 ：风钻、风铲、铆枪、混凝土振动器、锻锤
打桩机、汽车、推土机、铲运机、挖掘机、打夯机、拖拉机、小翻斗车、离心制管机等。
振动危害分为局部症状和全身症状 ：局部症状主要是手指麻木、胀痛、无力、双
手震颠，手腕关节骨质变形，指端白指和坏死等 ；全身症状，主要是脚部周围神经和
血管的改变，肌内触痛，以及头晕、头痛、腹痛、呕吐、平衡失调及内分泌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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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温作业
1. 高温作业的概念
施工环境气温超过 35℃或辐射强度超过 1.5cal/cm2·min，或气温在 30℃以上相
对湿度 80％的作业，称为高温作业。
高温作业人员受环境热负荷的影响，作业能力随温度的上升而明显下降。据有关
研究资料显示，环境温度达到 28℃时，人的反应速度、运算能力等功能都显著下降 ；
35℃时仅为一般情况下的 70%，而极重体力劳动作业能力，在 30℃时只有正常情况
下的 50%-70%。
2. 高温作业对人体的影响
（1）体温和皮肤温度 ：体温升高是体温调节障碍的主要标志。
（2）水盐代谢的改变。
（3）循环系统的改变。
（4）消化系统的改变。
（5）神经系统的改变。
（6）泌尿系统的改变。
3. 中暑的特征
中暑可分热射病、热痉挛和日射病。但在临床往往难以严格区别，而且常以混合
式出现，故统称为中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中暑的病例，常常是三种类型的综合表现。
中暑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并不单纯由太阳照射头部而引起，而与劳动量大小、水盐丧
失情况、营养状况、性别（女多于男）等条件有密切关系，症状虽然有日射病的表现，
但常有体温升高，有时还有肌肉痉挛现象。

二、防治措施
（一）防尘技术措施
1. 施工现场场地扬尘防治措施
（1）施工现场的主要道路应进行硬化处理。裸露的场地和堆放的土方应采取覆盖、
固化或绿化等措施。
（2）施工现场土方作业应采取防止扬尘措施，主要道路应定期清扫、洒水。
（3）拆除建筑物或构筑物时，应采取隔离、洒水等降噪、降尘措施，并应及时清
理废弃物。
（4）土方和建筑垃圾的运输必须采用密闭的运输车辆或采取覆盖措施。施工现场
出口处应设置车辆冲洗措施，并应对驶出车辆进行清洗。
（5）建筑物垃圾应采用容器或搭设专用封闭式垃圾道的方式清运，严禁凌空抛掷。
（6）施工现场严禁焚烧各类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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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规定区域内的施工现场应使用预拌混凝土及预拌砂浆。采用现场搅拌混凝
土或砂浆的场所应采取封闭、降尘、降噪措施。水泥和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
应密闭存放或采取覆盖等措施。
（8）当市政道路施工进行铣刨、切割等作业时，应采取有效防扬尘措施。灰土和
无机料应采用预拌进场，碾压过程中应洒水降尘。
（9）城镇、旅游景点、重点文物保护区及人口密集区的施工现场应使用清洁能源。
（10）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车辆的尾气排放应符合国家环保排放标准。
（11）当环境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中度及以上污染时，施工现场应增加洒水频次，
加强覆盖措施，减少易造成大气污染的施工作业。
2. 水泥除尘措施
（1）流动搅拌机除尘
在建筑施工现场搅拌机流动性比较大，因此，除尘设备必须考虑适合流动的特点，
既要达到除尘目的又做到装、拆方便。
流动搅拌机上有 2 个尘源点 ：一是向料斗上加料时飞起的粉尘 ；二是料斗向拌筒
中倒料时，从进料口、出料口飞起的粉尘。
采用通风除尘系统。即在拌筒出料口安装活动胶皮护罩，挡住粉尘外扬 ；在拌筒
上方安装吸尘罩，将拌筒进料口飞起的粉尘吸走 ；在地面料斗侧向安装吸尘罩，将加
料时扬起的粉尘吸走，通过风机将空气粉尘送入旋风滤尘器，再通过器内水浴将粉尘
降落，被水冲入蓄集池。
（2）水泥制品厂搅拌站除尘
多用混凝土搅拌自动化。由计算机控制混凝土搅拌、输送全系统，这不仅提高了
生产效率，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同时在进料仓上方安装水泥、沙料粉尘除尘器，就
可使料斗作业点粉尘降为零，从而达到彻底改善职工劳动条件的目的。
（3）高压静电除尘
高压静电除尘是静电分离技术之一，已应用于水泥除尘回收。在水泥料斗上方安
装吸尘罩，吸取悬浮在空中的尘粒，通过管道输送到绝缘金属筒仓内，仓内装有高压
电晕电极，形成高压静电场。使尘粒荷电后贴附在尘源上，尘粒在电场力（包括风力）
和自重力作用下，迅速返回尘源，从而达到抑制、回收的目的。
3. 木屑除尘措施
可在每台加工机械尘源上方或侧向安装吸尘罩，通过风机作用，将粉尘吸入输送
管道，再送到蓄料仓内。
4. 金属除尘措施
钢、铝门窗的抛光（砂轮打磨）作业中，一般较多是采用局部通风除尘系统。或
在打磨台工人操作的侧方安装吸尘罩，通过支道管、主道管，将含金属粉尘的空气输
送到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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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毒技术措施
1. 在职业中毒的预防上，管理和生产部门应采取的措施
（1）加强管理，要搞好防毒工作。
（2）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和卫生标准。
（3）对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一定要做到主体工程和防毒设施同时设计、施
工及投产。
（4）依靠科学技术，提高预防中毒的技术水平。包括 ：
①改革工艺 ；
②禁止使用危害严重的化工产品 ；
③加强设备的密闭化 ；
④加强通风。
2. 对生产工人应采取的预防职业中毒措施
认真执行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方法，严防错误操作，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包括 ：
（1）从事酸碱的腐蚀性作业时，应配备防腐蚀性工作服、耐酸碱胶鞋，戴耐酸碱
手套、防护口罩和防护眼镜。
（2）油漆工在从事涂刷、喷涂作业时，应配备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鞋、防静电
手套、防毒口罩和防护眼镜；从事砂纸打磨作业时，应配备防尘口罩和密闭式防护眼镜。
（3）普通工从事淋灰、筛灰作业时，应配备高腰工作鞋、鞋盖、手套和防尘口罩，
应配备防护眼镜 ；从事人工挖扩桩孔井下作业时，应配备雨靴、手套和安全绳 ；从事
拆除工程作业时，应配备保护足趾安全鞋、手套。
（4）混凝土工应配备工作服、系带高腰防滑鞋、鞋盖、防尘口罩和手套，宜配备
防护眼镜 ；从事混凝土浇筑作业时，应配备胶鞋和手套 ；从事混凝土振捣作业时，应
配备绝缘胶鞋、绝缘手套。
（5）磨石工应配备紧口工作服、绝缘胶靴、绝缘手套和防尘口罩。
（6）石工应配备紧口工作服、保护足趾安全鞋、手套和防尘口罩，宜配备防护眼镜。
（7）木工从事机械作业时，应配备紧口工作服、防噪声耳罩和防尘口罩，宜配备
防护眼镜。
（8）钢筋工应配备紧口工作服、保护足趾安全鞋和手套。从事钢筋除锈作业时，
应配备防尘口罩，宜配备防护眼镜。
（9）防水工的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从事涂刷作业时，应配备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鞋和鞋盖、防护手套、防毒口
罩和防护眼镜。
②从事沥青熔化、运送作业时，应配备防烫工作服、高腰布面胶底防滑鞋和鞋盖、
工作帽、耐高温长手套、防毒口罩和防护眼镜。
（10）玻璃工应配备工作服和防切割手套；从事打磨玻璃作业时，应配备防尘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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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配备防护眼镜。
（11）从事石棉、玻璃棉等含尘毒材料作业时，操作人员应配备防异物工作服、
防尘口罩、风帽、风镜和薄膜手套。
（12）筑炉工从事磨砖、切砖作业时，应配备紧口工作服、保护足趾安全鞋、手
套和防尘口罩，宜配备防护眼镜。
（13）从事蛙式夯实机、振动冲击夯作业时，应配备具有绝缘功能的保护足趾安
全鞋、绝缘手套和防噪声耳塞（耳罩）。
（14）从事地下管道检修作业时，应配备防毒面罩、防滑鞋（靴）和工作手套。
3. 防止铅毒的技术措施
只要积极采取措施，改善劳动条件，降低生产环境空气中铅烟浓度，达到国家规
定标准 0.03mg/m3。铅尘浓度在 0.05mm/m3 以下，就可以防止铅中毒。主要应采取以
下措施 ：
（1）消除或减少铅毒发生源。
（2）改进工艺，使生产过程机械化、密闭化，减少对铅烟或铅尘接触的机会。
（3）加强个人防护及个人卫生。
4. 防止锰中毒的技术措施
预防锰中毒，最主要的是应在那些通风不良的电焊作业场所采取措施，使空气中
锰烟浓度降低到 0.2mg/m3 以下。预防锰中毒主要应采取下列具体防护措施 ：
（1）加强机械通风，或安装锰烟抽风装置，以降低现场浓度。
（2）尽量采用低尘低毒焊条或无锰焊条 ；用自动焊代替手工焊等。
（3）工作时戴手套、口罩；饭前洗手漱口；下班后全身淋浴；不在车间内吸烟、喝水、
进食。
5. 预防苯中毒的措施
建筑施工企业使用油漆、喷漆的工人较多，施工前应采取综合性预防措施，使
苯在空气中的浓度下降到国家卫生标准的标准值（苯为 40mg/m3，甲苯、二甲苯为
100mg/m3）以下。主要应采取以下措施 ：
（1）用无毒或低毒物代替苯。
（2）在喷漆上采用新的工艺。
（3）采用密闭的操作和局部抽风排毒设备。
（4）在进入密闭的场所，如地下室、油罐等环境工作时，应戴防毒面具。
（5）通风不良的车间、地下室、防水池内涂刷各种防腐涂料或环氧树脂玻璃钢等
作业，必须根据场地大小，采取多台抽风机把苯等有害气体抽出室外，以防止急性苯
中毒。
（6）施工现场油漆配料房应改善自然通风条件，减少连续配料时间，防止发生苯
中毒和铅中毒。
（7）在较小的喷漆室内进行小件喷漆可以采取水幕隔离的防护措施。即工人在水
幕外面操纵喷枪，喷嘴在水幕内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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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止噪声危害的技术措施
施 工 现 场 场 界 噪 声 排 放 应 符 合 现 行 标 准《 建 筑 施 工 场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523 的规定。施工现场应对场界噪声排放进行监测、记录和控制，并应采取降低
噪声的措施。
施工现场宜选用低噪声、低振动的设备，强噪声设备宜设置在远离居民区的一侧，
并应采用隔声、吸声材料搭设防护棚或屏障。因生产工艺要求或其他特殊需要，确需
进行夜间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加强噪声控制，并应减少人为噪声。
各建筑、安装企业应重视噪声的治理，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消除和减弱生产
中噪声源、控制噪声的传播、加强个人防护。
控制和减弱噪声源主要是从改革工艺入手，以无声的工具代替有声的工具。
控制噪声的传播首先要合理布局，接着从消声方面采取措施，消声方面包括消声、
吸声、隔声、隔振、阻尼。
做好个人防护主要是建筑工人施工时要及时戴耳塞、耳罩、头盔等防噪声用品。
另外，建筑工人要定期进行预防性体检。

（四）弧光辐射、红外线、紫外线的防护措施
生产中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主要来源于火焰和加热的物体，如锻造的加热炉、气焊
和气割等。为了保护眼睛不受电弧的伤害，焊接时必须使用镶有特制防护眼镜片的面
罩。可根据焊接电流强度和个人眼睛情况选择吸水式滤光镜片或是反射式防护镜片。
为防止弧光灼伤皮肤，焊工必须穿好工作服、戴好手套和鞋帽等。
电焊工、气割工的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焊工、气割工应配备阻燃防护服、绝缘鞋、鞋盖、电焊手套和焊接防护面罩。
在高处作业时，应配备安全帽与面罩连接式焊接防护面罩和阻燃安全带。
2. 从事清除焊渣作业时，应配备防护眼镜。
3. 从事磨削钨极作业时，应配备手套、防尘口罩和防护眼镜。
4. 在密闭环境或通风不良的情况下，应配备送风式防护面罩。
施工现场应对强光作业和照明采取遮挡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和环境的影响。

（五）防止振动危害的技术措施
1. 改革工艺设备和方法，以达到减振的目的，从生产工艺上控制或消除振动源是
振动控制的最根本措施 ；
2. 采取自动化、半自动化控制装置，减少接触振动 ；
3. 改进振动设备与工具，降低振动强度，或减少手持振动工具的重量，以减轻肌
肉负荷和静力紧张等 ；
4. 在地板及设备地基采取隔振措施（橡胶减振动层、软木减振动垫层、玻璃纤维
毡减振垫层、复合式隔振装置）；
·14·

第一章

职业卫生

5. 合理发放个人防护用品，如防振保暖手套等 ；
6. 控制作业地点温度，保持在 16 摄氏度以上 ；
7. 建立合理劳动制度，坚持工间休息及定期轮换工作制度，以利各器官系统功能
的恢复 ；
8. 加强技术训练，减少作业中的振动作业成分 ；
9. 保健措施 ：坚持就业前体检，凡患有就业禁忌症者，不能从事该做作业 ；定期
对工作人员进行体检，尽早发现受振动损伤的作业人员，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及时治疗
振动病患者。

（六）防暑降温措施
1. 做好高温作业人员的就业前和入暑前体检，凡有心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
病，消化系统疾病等高温禁忌症者，一般不宜从事高温作业，应给予适当的防治处理。
2. 供给防暑降温清凉饮料、降温品和补充营养，饮水方法少量多次为宜。可准备
毛巾、风油精、藿香正气水以及仁丹等防暑降温用品。要制订合理的膳食制度，膳食
中要补充蛋白质和热量，维生素 A、B1、B2、C 和钙。
3. 室外高温作业 ：室外温度超过 35 摄氏度，应发放高温补贴，作业时间不得超
过 6 小时，室外温度超过 38 摄氏度，应停止室外作业。
夏季施工可采取早、晚干活，延长中午休息时间。炎热季节或地区医务人员要到
现场巡回医疗，发现中暑，要立即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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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第一节

消防安全一般常识

一、术语
1. 防火
防火是指防止火灾发生和（或）限制其影响的措施。我国消防工作的方针是“以
防为主，防消结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
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以防为主”就是要把预防火灾的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要开展防火安全教育，
提高人民群众对火灾的警惕性 ；健全防火组织，严密防火制度，进行防火检查，消除
火灾隐患，贯彻建筑防火措施等。只有抓好消防防火，才能把可能引起火灾的因素消
灭在起火之前，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
“防消结合”就是在积极做好防火工作的同时，在组织上、思想上、物质上和技
术上做好灭火战斗的准备。一旦发生火灾，就能迅速地赶赴现场，及时有效地将火灾
扑灭。“防”和“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因此这两方面的工作
都要积极做好。
2. 消防设施
消防设施，是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
以及应急广播和应急照明、安全疏散设施等。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建设、设计、
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责。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核或者
审核不合格的，负责审批该工程施工许可的部门不得给予施工许可，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不得施工 ；其他建设工程取得施工许可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施工。
3. 火灾
火灾是一种违反人们意志、在时间和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现象。
（1）根据火灾情况下物资燃烧的特性和灭火所适用的灭火剂类型，《火灾分类》
GB/T4968 将火灾分为六类 ：
① A 类火灾 ：指含碳固体町燃物，如木材、棉、毛、麻、纸张等燃烧的火灾 ；
② B 类火灾：指易燃液体和可熔化固体物质，如汽油、煤油、柴油、甲醇、乙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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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酮、沥青、石蜡等燃烧的火灾 ；
③ C 类火灾 ：指可燃气体，如液化石油气、煤气、天然气、甲烷、丙烷、乙炔、
氢气等燃烧的火灾 ；
④ D 类火灾 ：指可燃金属，如钾、钠、镁、钛、钴、锂、合金等燃烧的火灾 ；
⑤ E 类火灾 ：指带电物体燃烧的火灾 ；
⑥ F 类火灾 ：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如动植物油脂）火灾。
（2）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493 号）规定的生产
安全事故等级标准，公安部下发的《关于调整火灾等级标准的通知》将火灾等级标准
调整为四级，按照一次火灾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受灾户数和财物直接损失金额，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火灾的等级标准分别为 ：
①特别重大火灾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或者 1 亿元以
上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
②重大火灾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
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
③较大火灾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
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
④一般火灾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
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注 ：
“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4. 着火
可燃物资在与空气共存的条件下，当达到某一温度时与火源接触，立即引起燃烧，
并在火源离开后仍能继续燃烧，这种持续燃烧的现象称为着火。
5. 燃烧
燃烧是一种同时伴有放热和发光效应的剧烈的氧化反应。发热、发光、生成新物
资是燃烧的 3 个特征。发生燃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
（1）可燃物质。凡是能够与空气中的氧或其他氧化剂起剧烈化学反应的物质，一
般都称为可燃物质。如 ：木材、纸张、汽油、酒精、氢气、钠、镁等。
（2）助燃物质。凡能和可燃物发生反应并引起燃烧的物质，称为助燃物质。如 ：
空气、氧、氯、过氧化钠等。
（3）有着火源。凡能引起可燃物质燃烧的热能源，叫做着火源。如：明火、高温、
赤热体、火星、聚焦的日光、机械热、雷电、静电、电火花等。
只有同时具备了以上 3 个燃烧所必需的条件，可燃物质才能发生燃烧。但为使燃
烧发生并持续，还要有一定的条件 ：
（1）要有足够的可燃物质。若可燃气体或蒸气在空气中的浓度不够，燃烧就不会
发生。
（2）要有足够的助燃物质。燃烧若没有足够的助燃物，火焰就会逐渐减弱，直至
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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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密闭的小空间中点蜡烛，随着氧气的逐渐耗尽火焰会最终熄灭。
（3）要让引火源达到一定的温度，并具有足够的热量。如火星落到棉花上，很容
易着火，而落在木材上，则不易起火，就是因为木材燃烧需要的热量较棉花为多。白
磷在夏天很容易自然着火，而煤则不然，这是由于白磷燃烧所需要的温度很低（34℃），
而煤所需的燃烧温度很高（250-500℃）。
6. 自燃
自燃是指可燃物质在没有外来热源作用的情况下，由其本身所进行的生物、物理
或化学作用而产生热。在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氧量时。发生自动燃烧。在一般情况下，
能自燃的物质有 ：植物产品、油脂、煤及硫化铁等。
7. 燃点、自燃点和闪点
（1）燃点 ：可燃物质加温受热，并点燃后，所放出的燃烧热，能使该物质挥发出
足够的可燃蒸气来维持其燃烧。这种加温该物质形成连续燃烧所需的最低温度，即为
该物质的燃点。物质的燃点越低，则物质越容易燃烧。
（2）自燃点 ：可燃物质受热发生自燃的最低温度。在这一温度时，可燃物质与空
气（氧）接触不需要明火的作用，就能自行发生燃烧。物质的自燃点越低，发生起火
的危险性就越大。
（3）闪点 ：指易燃与可燃液体发生蒸气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遇火源能发生闪燃
的最低温度。
8. 爆炸、爆炸极限
（1）爆炸 ：物质自一种状态迅速地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放出巨
大能量的现象，称为爆炸。
爆炸可分为核爆炸、物理爆炸和化学爆炸三种形式。
（2）爆炸极限 ：表征可燃气体和可燃粉尘危险性的主要示性数。当可燃性气体、
蒸气或可燃粉尘与空气（或氧）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均匀混合，遇到火源发生爆炸的浓
度范围称为爆炸浓度极限，简称爆炸极限。爆炸极限的单位气体或蒸气的爆炸极限的
单位，是以在混合物中所占体积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如氢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
极限为 4％～ 75％。可燃粉尘的爆炸极限是以混合物中所占体积的质量比 g/m3 来表
示的。
一种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蒸气的爆炸极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受温度、压
力、含氧量、容器的直径等因素的影响。

二、建筑防火
1. 建筑设计防火
（1）总平面防火。它要求在总平面设计中，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火灾危险
性、地形、地势和风向等因素，进行合理布局，尽量避免建筑物相互之间构成火灾威
胁和发生火灾爆炸后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并且为消防车顺利扑救火灾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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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物耐火等级。划分建筑物耐火等级是建筑物设计防火规范中规定的防火
技术措施中最基本的措施。它要求建筑物在火灾高温的持续作用下，墙、柱、梁、楼
板、屋盖、吊顶等基本建筑结构件，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不破坏，不传播火灾，从而起
到延缓和阻止火灾蔓延的作用，并为人员疏散、抢救物资和扑灭火灾以及为火灾后结
构修复创造条件。
（3）防火分区和防火分隔。在建筑物中采用耐火性较好的分隔构件将建筑物空间
分隔成若干区域，一旦某一区域起火，则会把火灾控制在这一局部区域之中，防止火
灾扩大蔓延。
（4）防烟分区。对于某些建筑物需用挡烟构件（挡烟梁、挡烟垂壁、隔墙）划分
防烟分区将烟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便用排烟设施将其排出，保证人员安全疏散和
便于消防扑救工作顺利进行。
（5）室内装修防火。在防火设计中应根据建筑物性质、规模，对建筑物的不同装
修部位，采用相应燃烧性能的装修材料。要求室内装修材料尽量做到不燃或难燃化，
减少火灾的发生和降低蔓延速度。
（6）安全疏散。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为避免建筑物内人员由于火烧、烟熏中毒和
房屋倒塌而遭到伤害，必须尽快撤离 ；室内的物资财富也要尽快抢救出来，以减少火
灾损失。为此要求建筑物应有完善的安全疏散设施，为安全疏散创造良好的条件。
（7）工业建筑防爆。在一些工业建筑中，使用和产生的可燃气体、可燃蒸汽、可
燃粉尘等物质能够与空气形成爆炸危险性的混合物，遇到火源就能引起爆炸。这种爆
炸能够在瞬间以机械功的形式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建筑物、生产设备造成毁坏，造
成人员伤亡。对于上述有爆炸危险的工业建筑，为了防止爆炸事故的发生，减少爆炸
事故造成的损失，要从建筑平面与空间布置、建筑结构和建筑设施方面采取防火防爆
措施。
2. 建筑物构件的耐火等级
建筑防火结构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情况、生产和贮存物品的火灾危险类别而设计
的。高层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与相应构件的最低耐火性能的关系见表 2-1。多层民用
建筑和工业建筑的耐火等级与相应构件的最低耐火性能的关系见表 2-2。
高层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构件名称

墙

表 2-1
耐火等级
一级

二级

防火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3.00

承重墙、楼梯间、电梯井和住宅单元之间的墙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2.00

非承重外墙、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10.00

房间隔墙

不燃烧体 0.75

不燃烧体 0.75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3.00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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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等级

构件名称

一级

二级

梁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1.50

楼板、疏散楼梯、屋顶承重结构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吊顶

不燃烧体 0.25

不燃烧体 0.25

多层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构件名称

表 2-2

耐火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防火墙

不燃烧体 4.00

不燃烧体 4.00

不燃烧体 4.00

不燃烧体 4.00

承重墙、楼梯间、电梯
井的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不燃烧体 2.50

不燃烧体 0.50

非承重外墙、疏散走道
两侧的隔墙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0.50

不燃烧体 0.25

房间隔墙

不燃烧体 0.75

不燃烧体 0.50

不燃烧体 2.50

不燃烧体 0.25

支承多层的柱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不燃烧体 2.50

难燃烧体 0.50

支承单层的柱

不燃烧体 2.50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2.00

燃烧体

梁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难燃烧体 0.50

楼板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0.50

难燃烧体 0.25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0.50

燃烧体

燃烧体

疏散楼梯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1.00

燃烧体

吊顶（包括吊顶搁栅）

不燃烧体 0.25

难燃烧体 0.25

难燃烧体 0.15

燃烧体

墙

柱

注 ：1. 以木柱承重且以不燃烧材料作为墙体的建筑物，其耐火等级应按四级确定。
2. 高层工业建筑的预制钢筋混凝土装配式结构，其接缝隙点或金属承重构件节点的外露部位，
应做防火保护层，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本表相应构件的规定。
3. 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物吊顶，如采用不燃烧体时，其耐火极限不限。
4. 在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物中，面积不超过 100m。的房间隔墙，如执行本表的规定有困难时，
可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0.3h 的不燃烧体。
5. 一、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按本表规定执行有困难时，可采用 0.75h
不燃烧体。
6.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可按 GB50016 附录确定。

3. 我国建筑的耐火等级
我国建筑的耐火等级分为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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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级耐火等级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墙与混凝土结构组成的混合结构。
（2）二级耐火等级建筑是钢结构屋架，钢筋混凝土柱或砖墙组成的混合结构。
①就防火而言，钢材虽然属于不燃性材料，耐火性能却很差。二级耐火等级的钢
结构屋架，在火焰可烧到部位应当采取钢结构耐火保护层措施，保护层的厚度按有关
计算公式计算确定。
②钢材不耐火的原因 ：一是其在高温下强度降低快。在建筑结构中广泛使用的
普通低碳钢温度超过 350℃，强度开始大幅度下降，在 5000℃时约为常温时的 1/2，
600℃时约为常温时的 1/3。冷加工钢筋和高强钢丝在火灾高温下强度下降明显大于普
通低碳钢筋和低合金钢筋，因此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构件，耐火性能远低于非预应力钢
筋混凝土构件。二是钢材热导率大，易于传递热量，使结构内部升温很快。三是高温
下钢材塑性增大，易于产生变形。四是钢构件截面面积较小，热容量小，升温快。
预应力构件所用钢材多为高强钢材和冷加工钢材，这些钢材在温度作用下强度降
低幅度更大。在耐火要求较高的建筑结构中使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可能导致构件在
火灾高温作用下失效。试验研究和大量火灾实例表明，缝于火灾高温下的裸露钢结构
往往在 15min 左右即丧失承载能力，发生倒塌破坏。我国部分钢结构在火灾中的倒塌
案例见表 2-3。
钢结构在火灾中的倒塌案例

表 2-3

建筑名称

结构类型

火灾日期

倒塌时间（min） 损失（万元）

重庆某化工厂

钢屋架

1960 年 2 月

20

某市文化广场

钢屋架

1969 年 12 月

15

329

某体育馆

钢屋架

1973 年 5 月

19

160

长春某卷烟厂

钢木屋架

1981 年 4 月

20

15.6

北京某剧场

钢木屋架

1983 年 12 月

20

200

唐山某棉纺厂

钢屋架

1986 年 1 月

20

127

北京某厂车间

钢屋架

1986 年 4 月

20

江油某俱乐部

钢屋架

1987 年 4 月

20

19.3

（3）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是木屋顶和砖墙组成的砖木结构。施工现场的办公、宿
舍等临时设施场为此类结构，更应该注重防火安全。
（4）四级耐火等级建筑是木屋顶，难燃烧体墙壁组成的可燃结构。
在建筑设计时，究竟对某一建筑物应采用哪一类耐火等级为好，这主要取决于建
筑物的使用性质和规模大小。对火灾危险性较大，或者发生火灾后社会影响大，人员
伤亡大、经济损失大的建筑物，应采用较高的耐火等级。
4.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依照下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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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消防验收、备案 ：
（1）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
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施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2）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
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
投入使用 ；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三、火灾危险性分类
火灾危险性质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在工业建筑防火要求上区别对待，使工厂
厂房和库房既安全又经济。
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按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或生产物质的火灾危险性分为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该项
分类共分为甲、乙、丙、丁、戊五个分类，见表 2-4。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表 2-4

生产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

甲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1. 闪点＜ 28℃的液体
2. 爆炸下限＜ 10％的气体
3.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4.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5.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
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6.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7. 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等于或超过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乙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1. 闪点 28 ～ 60℃的液体
2. 爆炸下限≥ 10％的气体
3.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4. 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危险固体
5. 助燃气体
6. 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纤维、闪点 t ＞ 60℃的液体雾滴

丙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1. 闪点 t ＞ 60℃的液体
2. 可燃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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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具有下列情况的生产：
1. 对为燃烧物质进行加工，并在高温或熔化状态下经常产生强辐射热、火花或火焰的
生产
2. 利用气体、液体、固体作为燃料或将气体、液体进行燃烧作其他用的各种生产
3.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物质的生产

戊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不燃烧物质的生产

注 ：在生产过程中，如使用或产生易燃、可燃物质的量较少，不足以构成爆炸或火灾危险时，
可以按实际情况确定其火灾危险性的类别。

2. 贮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物品在贮存过程中的火灾危险性分为贮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该项分类也是
分为甲、乙、丙、丁、戊五个类别，见表 2-5。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表

表 2-5

储存物品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

甲

1. 闪点＜ 28℃的液体
2. 爆炸下限＜ 10％的气体，以及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爆炸下限
＜ 10％气体的固体物质
3.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4.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
质
5.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
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6.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乙

1. 闪点≥ 28℃至＜ 60℃的液体
2. 爆炸下限≥ 10％的气体
3.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4. 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危险固体
5. 助燃气体
6. 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积热不散引起自燃的物品

丙

1. 闪点≥ 60℃的液体
2. 可燃固体

丁

难燃烧物品

戊

不燃烧物品

四、防火分区和防火分隔
建筑物的某空间发生火灾后，火势便会因热气对流、辐射作用，或者是从楼板、
墙壁的烧损处和门窗洞口向其他空间蔓延扩大。因而，对规模大、面积大，或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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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在一定时间内把火势控制在着火的一定区域内非常重要的。
1. 防火分区
防火分区就是采用一定耐火性能的分隔构件划分的，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向
同一建筑物的其他部分蔓延的局部区域（空间单元）。
（1）防火分区可分为 3 种类型 ：水平防火分区、竖向防火分区、特殊部位和重要
房间的防火分隔。
（2）对防火分区划分的要求 ：
①做避难通道使用的楼梯间、前室和某些有避难功能的走廊，必须受到完全保护，
保证其不受火灾侵害，并经常保持畅通无阻。
②在同一个建筑物内，每个危险区域之间、不同用户之间、办公用房和生产车间
之间，应该进行防火分隔处理。
③高层建筑中的各种竖向井道，如电缆井、管道井、垃圾井等，其本身应是独
立的防火单元，保证井道外部火灾不得传入井道内部，井道内部火灾也不得传到井
道外部。
④有特殊防火要求的建筑（如医院等）在防火分区之内尚应设置更小的防火区域。
⑤高层建筑在垂直方向应以每个楼层为单元划分防火分区。
⑥所有建筑的地下室，在垂直方向应以每个楼层为单元划分防火分区。
⑦为扑救火灾而设置的消防通道，其本身应受到良好的防火保护。
⑧设有自动喷水灭火设备的防火分区，其允许面积可以适当扩大。
2. 防火分隔
防火分隔就是用耐火分隔物将建筑物内某些特殊部位、房间等加以分隔，阻止火
势蔓延扩大的防火措施。
防火分隔在划分范围大小、分隔对象、分隔的要求等方面都与防火分区不同。防
火分隔物主要有耐火隔墙、耐火楼板、防火门（甲、乙、丙级防火门）、防火卷帘等。
主要分隔的部位、房间及其防火分隔要求应符合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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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现场仓库防火
建筑物是由各种建筑材料建造起来的。建筑材料在建筑物中有的用做结构材料，
承受各种荷载的作用 ；有的用做室内装修材料，美化室内环境。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建
筑材料中，有相当多的建筑材料属于易燃物或易燃易爆物品。因此，建筑材料的存放
以及使用的防火安全十分重要。

（一）可燃物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
对易引起火灾的仓库，应将库房内、外按 500m2 的区域分段设立防火墙，把建筑
平面划分为若干个防火单元，以便考虑失火后能阻止火势的扩散。仓库应设在水源充
足，消防车能驶到的地方，同时，根据季节风向的变化，应设在下风方向。
贮量大的易燃物品仓库，其仓库应与生活区、生活辅助区和堆场分别布置，仓库
应设两个以上的大门，大门应向外开启。固体易燃物品应当与易燃易爆的液体分间存
放，不得在一个仓库内混合贮存不同性质的物品。特殊易燃易爆物品仓库与生活区应
保持 30m 的安全距离。
1. 用于在建工程的保温、防水、装饰及防腐等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
要求。
2. 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应按计划限量进场。进场后，可燃材料宜存放于库
房内，露天存放时，应分类成垛堆放，垛高不应超过 2m，单垛体积不应超过 50m3，
垛与垛之间的最小间距不应小于 2m，且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覆盖 ；易燃易爆危险
品应分类专库储存，库房内应通风良好，并应设置严禁明火标志。
3. 室内使用油漆及其有机溶剂、乙二胺、冷底子油等易挥发产生易燃气体的物资
作业时，应保持良好通风，作业场所严禁明火，并应避免产生静电。
4. 施工产生的可燃、易燃建筑垃圾或余料，应及时清理。

（二）建筑材料分类、几种材料的高温性能以及几种常用易燃材料储存
防火要求
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没有
国家标准的，必须符合行业标准。
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使用不燃、难燃
材料。
1. 建筑材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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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种类很多，按其高温的性能可分为三类 ：
（1）无机材料。无机材料一般都是不燃材料，如混凝土、胶凝材料类、砖、天然
石材与人造石材类、建筑陶瓷、建筑玻璃、石膏制品类、无机涂料类、建筑五金等。
（2）有机材料。有机材料一般为可燃性材料，如建筑木材类、建筑塑料类、装修
及装饰性材料类、有机涂料类、各种功能性材料等。
（3）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含有一定的可燃成分，如使用酚醛树脂胶合板等各种功
能性复合材料。
2. 材料的高温性能
（1）木材。木材是天然高分子化合物，主要化学成分是碳、氢和氧元素，还有少
量的氮和其他元素。在温度达到 260℃左右时热分解进行很剧烈，如遇明火，便会被
引燃 ：在加热温度达到 400 ～ 460℃时，即使没有火源，木材也会自行着火。
（2）塑料类材料。这主要由塑料的热性能和燃烧特点决定。塑料耐热性差，实
用温度界限大约为 60 ～ 150℃ ；有的塑料弹性系数小，刚度小，变形大 ；容易燃烧，
在 300 ～ 500℃范围内，大部分塑料制品容易着火、燃烧时烟多且有毒，燃烧产物容
易使人中毒、窒息 ；密闭的火场可能发生热分解，产生的部分可燃气体与空气形成爆
炸性混合物发生爆燃或爆炸 ；有的塑料燃烧速度快，燃烧中易发生熔融滴落对人易造
成伤害，并使火势蔓延 ；多数塑料燃烧发热量大。
（3）胶合板。胶合板的高温性能与胶粘剂有关。使用酚醛树脂、三聚氰胺树脂作
胶粘剂的，防火性能好，不易燃烧。使用尿素树脂作胶粘剂的，因其中掺有面粉，所
以防火性能差，易于燃烧。难燃胶合板是用磷酸铵、硼酸和氰化亚铅等防火剂浸过薄
板制造的板材，其防火性能好，难燃烧。
（4）纤维板。纤维板的燃烧性能取决于胶粘剂。使用无机胶粘剂，则制成难燃的
纤维板。使用各种树脂作胶粘剂，则随着树脂的不同，制成易燃或难燃的纤维板。
（5）玻璃钢瓦。玻璃钢瓦多用作房顶材料。玻璃钢是一种可燃塑料制品，遇明火
后会很快燃烧。而建筑中使用的玻璃钢瓦是在原材料中添加阻燃剂制成的滞燃性物质。
它在点燃后，当明火离开时，火焰即会熄灭，但它在火灾情况下，无法抵挡火势的侵
袭，因此不能作为耐火材料。
几种建筑工地经常使用而且易被忽视的材料的储存要求 ：
①石灰：生石灰能与水发生化学反应，并产生大量热，足以引燃燃点较低的材料，
如 ：木材、稻草、席子等。因此，贮存石灰的房间不宜用可燃材料搭设，最好用砖石
砌筑。石灰表面不得存放易燃材料，并且要有良好的通风条件。
②亚硝酸钠 ：亚硝酸钠作为混凝土的早强剂、防冻剂，广泛使用在建筑工程的冬
期施工中。亚硝酸钠这种化学材料当与硫、磷及有机物混合时，经摩擦、撞击有引起
燃烧或爆炸的危险，因此在贮存使用时，要特别注意严禁与硫、磷、木炭等易燃物混
放、混运。要与有机物及还原剂分库存放，库房要干燥通风。装运氧化剂的车辆，如
有散漏，应清理干净。搬运时要轻拿轻放，要远离高温与明火，要设置灭火剂，灭火
剂使用雾状水和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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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腐蚀材料
环氧树脂、呋喃树脂、酚醛树脂、乙二胺等都是建筑工程常用的树脂类防腐材料，
都是易燃液体材料。它们都具有燃点和闪点低、易挥发的共同特性。它们遇火种、高
温、氧化剂都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与氨水、盐酸、氟化氢、硝酸、硫酸等反应强烈，
有爆炸的危险。因此，在贮存、使用、运输时，都要注意远离火种，严禁吸烟，温度
不能过高，防止阳光直射。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库存放，库内要保持阴凉通风。搬运
时要轻拿轻放，防止包装破坏外流。
4. 油漆稀释剂
建筑工程施工使用的稀释剂，都是挥发性强、闪点低的一级易燃易爆化学流体材
料，诸如汽油、松香水、信纳水等易燃材料。
油漆工在休息室内不得存放油漆和稀释剂，油漆和稀释剂必须设库存放，容器必
须加盖。刷油漆时涮刷子，残留的稀释剂不能放在休息室内，也不能明露放在库内，
应当及时妥善处理掉。
5. 电石
电石本身不会燃烧，但遇水或受潮会迅速分解出乙炔气体。在装箱搬运、开箱使
用时要严格遵守以下要求 ：严禁雨天运输电石，途中遇雨或必须在雨中运输应采取可
靠的防雨措施。搬运电石时，发现桶盖密封不严，要在室外开盖放气后，再将盖盖严
搬运。要轻搬轻放，严禁用滑板或在地上滚动、碰撞或敲打电石桶。电石桶不要放在
潮湿的地方，库房必须是耐火建筑，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库房周围 10m 内严禁明火。
库内不准设气、水管道，以防室内潮湿。库内照明设备应用防爆灯，开关采用封闭式
并安装在库房外。严禁用铁工具开启电石桶，应用铜制工具开启，开启时人站在侧面。
空电石桶未经处理，不许接触明火。小颗粒精粉末电石要随时处理，集中倒在指定坑
内，而且要远离明火，坑上不准加盖，上面不许有架空线路。电石不要与易燃易爆物
质混合存放在一个库内。禁止穿带钉子的鞋进入库内，以防摩擦产生火花。

（三）易燃易爆物品贮存注意事项
1. 易燃仓库堆料场与其他建筑物、铁路、道路、高压线的防火间距，应按《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2. 易燃仓库堆料场物品应当分类、分堆、分组和分垛存放，每个堆垛面积为 ：木
材（板材）不得大于 300m2 ；稻草不得大于 150m2 ；锯末不得大于 200m2 ；堆垛与堆
垛之间应留 3m 宽的消防通道。
3. 易燃露天仓库的四周，应有不小于 6m 的平坦空地作为消防通道，通道上禁止
堆放障碍物。
4. 有明火的生产辅助区和生活用房及易燃堆垛之间，至少应保持 30m 的防火间距。
有飞火的烟囱应布置在仓库的下风地带。
5. 贮存的稻草、锯末、煤炭等物品的堆垛，应保持良好通风，注意堆垛内的温湿
度变化。发现温度超过 38℃，或水分过低时，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其自燃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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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建的建筑物内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尤其是不得将木工加工区设在建筑
物内。
7. 仓库保管员应当熟悉储存物品的分类、性质、保管业务知识和防火安全制度，
掌握消防器材的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方法，做好本岗位的防火工作。

（四）易燃仓库的装卸管理
1. 物品入库前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确定无火种等隐患后，方可装卸物品。
2. 拖拉机不准进入仓库、堆料场进行装卸作业，其他车辆进入仓库或露天堆料场
装卸时，应安装符合要求的火星熄灭防火罩。
3. 在仓库或堆料场内进行吊装作业时，其机械设备必须符合防火要求，严防产生
火星，引起火灾。
4. 装过化学危险物品的车，必须清洗干净后方准装运易燃和可燃物品。
5. 装卸作业结束后，应当对库区、库房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离人。

（五）易燃仓库的用电管理
1. 仓库或堆料场所一般应使用地下电缆，若有困难需设置架空电力线路时，架空
电力线与露天易燃物堆垛的最小水平距离，不应小于电线杆高度的 1.5 倍。库房内设
的配电线路，需穿金属管或用非燃硬塑料管保护。
2. 仓库（堆料场所）严禁使用碘钨灯和超过 60W 以上的白炽灯等高温照明灯具。
当使用日光灯等低温照明灯具和其他防燃型照明灯具时，应当对镇流器采取隔热、散
热等防火保护措施。照明灯具与易燃堆垛间至少保持 1m 的距离，安装的开关箱、接
线盒，应距离堆垛外缘不小于 1.5m，不准乱拉临时电气线路。贮存大量易燃物品的
仓库场地应设置独立的避雷装置。
3. 仓库库房内不准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照明灯具下方不准堆放物品，其垂点下
方与储存物品水平间距离不得小于 0.5m。
4. 库房内不准使用电炉、电烙铁、电熨斗等电热器具和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
5. 库区的每个库房应当在库房外单独安装开关箱，保管人员离库时，必须拉闸断
电。禁止使用不合规格的保险装置。

二、施工现场防火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
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 ；作业人员
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
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
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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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火区域划分
根据建筑工程选址位置，施工周围环境，施工现场平面布置，施工工艺，施工部
位不同，其动火区域分为一、二、三级。
1. 一级动火区域
也称为禁火区域，凡属下列情况的均属此类 ：
（1）在生产或者贮存易燃易爆物品场区，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施工现场；
（2）建筑工程周围存在生产或贮存易燃易爆品的场所，在防火安全距离范围内的
施工部位 ；
（3）施工现场内贮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仓库、库区 ；
（4）施工现场木工作业处和半成品加工区 ；
（5）在比较密封的室内、容器内、地下室等场所，进行配制或者调和易燃易爆液
体和涂刷油漆作业。
2. 二级动火区域
（1）在禁火区域周围的动火作业区 ；
（2）登高焊接或者气割作业区 ；
（3）砖木结构临时食堂炉灶处。
3. 三级动火区域
（1）无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处的动火作业区 ；
（2）施工现场燃煤茶炉处 ；
（3）冬季燃煤取暖的办公室、宿舍等生活设施。
在一、二级动火区域施工，施工单位必须认真遵守消防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建立防火安全规章制度。在生产或者贮存易燃易爆品的场区施工，施工单位应
当与相关单位建立动火信息通报制度，自觉遵守相关单位消防管理制度，共同防范火
灾。做到动火作业先申请，后作业，不批准，不动火。
在施工现场禁火区域内施工，应当教育施工人员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动
火作业前必须申请办理动火证，动火证必须注明动火地点、动火时间、动火人、现场
监护人、批准人和防火措施。动火证是消防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动火证的管理由安
全生产管理部门负责，施工现场三级动火证的审批由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审批。动火作
业没经过审批的，一律不得实施动火作业。

（二）施工现场平面布置的防火要求
施工现场要明确划分出：禁火作业区（易燃、可燃材料的堆放场地）、仓库区（易
燃废料的堆放区）和现场的生活区。各区域之间一定要有可靠的防火间距。
1.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5m，可燃材料堆场及其
加工场、固定动火作业场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l0m，其他临时用房、临时
设施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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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现场主要临时用房、临时设施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2-6 的规定，当办公
用房、宿舍成组布置时，其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每组临时用房的栋数不应超过 10 栋，组与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8m。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 级。当采用金属夹芯板材时，其芯材的燃烧性能等
级应为 A 级。
（2）组内临时用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5m，当建筑构件燃烧性能等级为
A 级时，其防火间距可减少到 3m。
施工现场主要临时用房、临时设施的防火间距（m）
名称
间距
名称

表 2-6

易燃易爆
厨房操 可燃材料
发电机
固定动火
材料可燃
办公用
危险品
间、锅作 堆场及其
房、变配
作业场
库房
房、宿舍
库房
加工场
炉房
电房

办公用房、宿舍

4

4

5

5

7

7

10

发电机房、变配电房

4

4

5

5

7

7

10

可燃材料库房

5

5

5

5

7

7

10

厨房操作间、锅炉房

5

5

5

5

7

7

10

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
工场

7

7

7

7

7

10

10

固定动火作业场

7

7

7

7

10

10

12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

10

10

10

10

10

12

12

注 ：1. 临时用房、临时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按临时用房外墙外边线或堆场、作业场、作业棚边线
间的最小距离计算，当临时用房外墙有突出可燃构件时，应从其突出可燃构件的外缘算起 ；
2. 两栋临时用房相邻较高一面的外墙为防火墙时，防火间距不限 ；
3. 本表未规定的，可按同等火灾危险性的临时用房、临时设施的防火间距确定。

（三）施工现场防火要求
1. 建筑施工现场的防火管理内容
（1）每个建筑工地都应成立防火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安全防火责任制度，各
项安全防火规章和制度要书写上墙，施工管理人员要指导作业人员贯彻落实防火规
章制度。
（2）要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建筑工地周边应当都要设立围挡，其高度
应不低于 1.8 ～ 2.5m。较大的工程要设专职保卫人员。禁止非工地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公事人员进入现场要进行登记，有人接待，并告知工地的防火制度。节假日期间值班
人员应当昼夜巡逻。
（3）建筑工地要认真执行“三清、五好”管理制度。尤其对木制品的刨花、锯末、
料头、防火油毡纸头、沥青，冬期施工的草袋子、稻壳子、苇席子等保温材料要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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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清，做到工完场清。各类材料都要码放成垛，整齐堆放。
（4）临时工、合同工等各类新工人进入施工现场，都要进行防火安全教育和防火
知识的学习。经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工作。
（5）建筑工地都必须制定防火安全措施，防火重地和易燃危险场所施工作业必须
及时向有关人员、作业班组进行书面安全交底，按照交底要求进行施工并交底落实。
（6）建筑工程要严禁多层转包，以免一个施工现场有多个施工队伍，相互影响。
（7）做好生产、生活用火的管理。
2. 用火、用电、用气管理
（1）施工现场用火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动火作业应办理动火许可证 ；动火许可证的签发人收到动火申请后，应前往现
场查验并确认动火作业的防火措施落实后，再签发动火许可证。
②动火操作人员应具有相应资格。
③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应对作业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 ；作
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
④施工作业安排时，宜将动火作业安排在使用可燃建筑材料的施工作业前进行。
确需在使用可燃建筑材料的施工作业之后进行动火作业时，应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
⑤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行动火作业。
⑥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应配备灭火器材，并应设置动火监护人进
行现场监护，每个动火作业点均应设置 1 个监护人。
⑦当风速达到 8m/s 以上时，应停止焊接、切割等室外动火作业；确需动火作业时，
应采取可靠的挡风措施。
⑧动火作业后，应对现场进行检查，并应在确认无火灾危险后，动火操作人员再
离开。
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严禁明火。
⑩施工现场不应采用明火取暖。厨房操作间炉灶使用完毕后，应将炉火熄灭，排
油烟机及油烟管道应定期清理油垢。
（2）施工现场用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施工现场供用电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行和维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
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50194 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有关规定。
②电气线路应具有相应的绝缘强度和机械强度，严禁使用绝缘老化或失去绝缘性
能的电气线路，严禁在电气线路上悬挂物品。破损、烧焦的插座、插头应及时更换。
③电气设备与可燃、易燃易爆危险品和腐蚀性物品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④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场所，应按危险场所等级选用相应的电气设备。
⑤配电屏上每个电气回路应设置漏电保护器、短路和过载保护器，距配电屏 2m
范围内不应堆放可燃物，5m 范围内不应设置可能产生较多易燃、易爆气体、粉尘的
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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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可燃材料库房不应使用高热灯具，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内应使用防爆灯具。
⑦普通灯具与易燃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300mm，聚光灯、碘钨灯等高热灯具与易
燃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500mm。
⑧电气设备不应超负荷运行或带故障使用。
⑨严禁私自改装现场供用电设施。
⑩应定期对电气设备和线路的运行及维护情况进行检查。
（3）施工现场用气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储装气体的罐瓶及其附件应合格、完好和有效 ；严禁使用减压器及其他附件缺
损的氧气瓶，严禁使用乙炔专用减压器、回火防止器及其他附件缺损的乙炔瓶。
②气瓶运输、存放、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气瓶应保持直立状态，并采取防倾倒措施，乙炔瓶严禁横躺卧放，防止丙酮
流出而引起燃烧爆炸。
B. 严禁碰撞、敲打、抛掷、滚动气瓶。
C. 气瓶应远离火源，与火源的距离不应小于 l0m，并应采取避免高温和防止曝晒
的措施。
D. 燃气储装瓶罐应设置防静电装置。
③气瓶应分类储存，库房内应通风良好 ；空瓶和实瓶同库存放时，应分开放置，
空瓶和实瓶的间距不应小于 1.5m。
④气瓶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使用前，应检查气瓶及气瓶附件的完好性，检查连接气路的气密性，并采取
避免气体泄漏的措施，严禁使用已老化的橡皮气管。
B. 氧气瓶与乙炔瓶的工作间距不应小于 5m，气瓶与明火作业点的距离不应小于
l0m。
C. 冬季使用气瓶，气瓶的瓶阀、减压器等发生冻结时，严禁用火烘烤或用铁器敲
击瓶阀，严禁猛拧减压器的调节螺丝。
D. 氧气瓶内剩余气体的压力不应小于 0.lMPa，防止乙炔倒灌引起爆炸。
E. 气瓶用后应及时归库。
（4）建筑木工作业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①建筑工地的木工作业场所要严禁动用明火，工人吸烟要到休息室。工作场地和
个人工具箱内要严禁存放油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
②要经常对工作间内的电气设备及线路进行检查，发现接触不良、短路、电气防
护罩残缺和线路绝缘老化破损等情况要及时找电工维修。电锯、电刨等木工设备在作
业时，注意勿使刨花、锯末等物将电机盖上 ；
③木工作业要严格执行建筑安全操作规程。完工后必须做到现场清理干净、剩下
的木料堆放整齐，锯末、刨花要堆放在指定的地点，做到工完场清并且不能在现场存
放时间过长，防止自燃起火 ；
④现场支模作业，作业人员应严禁吸烟，严禁在支模作业面的上方进行焊接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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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支模作业区域应按照有关规定配备消防灭火器材，明确消防责任人。
（5）油漆工作业
油漆作业所使用的材料都是易燃、易爆的化学材料。因此，无论油漆的作业场地
或临时存放的库房，都要严禁动用明火。室内作业时，一定要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照
明电气设备必须使用防爆电器，禁止穿钉子鞋出入现场，严禁吸烟，周围的动火作业
要远离 10m 以外。
（6）防腐蚀作业
凡有酸、碱长期腐蚀的工业与其他建筑，都必须进行防腐处理，如工业电镀厂房、
化工厂房等。目前防腐蚀方法所使用的材料，多数都是易燃、易爆的化学高分子材料，
如环氧树脂、呋喃树脂、酚醛树脂、硫磺类、沥青类、煤焦油等；固化剂多是乙二胺、
丙酮、酒精等。
①硫磺的熬制、储存与施工。硫磺熬制时要严格控制温度，当发现冒蒸烟时要立
即撤火降温，如果局部燃烧要用石英粉灭火。贮存运输和施工时严禁与木炭、硝石相
混，要远离明火。
②树脂类。树脂类防腐蚀材料施工时要避开高温，不要长时间置于太阳下暴晒。
作业场地和储存库都要远离明火。储存库要阴凉通风。
③乙二胺。乙二胺是树脂类常用的固化剂。这种材料遇火种、高温和氧化剂有燃
烧的危险。与醋酸、醋酐、二硫化碳、氯磺酸、盐酸、硝酸、硫酸、过氧酸银等发生
反应时非常剧烈。因此在储运施工时要注意 ：应贮存在阴凉通风的仓库间内，远离火
种热源。应与酸类、氧化剂隔离堆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破损。一旦发生火灾，
要用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和雾状水灭火。
乙二胺是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当明露时通常显黄烟，有毒、有刺激气味。
当在空气中挥发到一定浓度时，遇明火有爆炸危险。乙二胺、丙酮、酒精能溶于或稀
释多种化学品，能挥发产生大量易燃气体。因此，施工时应该用多少就倒出多少，而
且要马上使用，不要明露放置时间过长，剩下的要及时倒回原容器中。贮存、运输时
一定将盖盖好，不能漏气。操作工人作业时严禁烟火，注意通风。长时间接触，要带
防毒面具，切忌接触皮肤，如果接触皮肤后要马上用清水洗净。
（7）冷底子油配制与施工的防火要求
冷底子油是防水所使用的沥青与水泥砂浆在涂抹基层起结合作用的渗透材料。这
种材料是由汽油或柴油配制而成的。它的配合比多采用汽油与沥青 6 ：4 或 7 ：3 的比
例配成。它的性能与汽油、柴油基本相似，即挥发性强，闪点低，所以在配制、运输
或施工时，遇明火即有起火或爆炸的危险。尤其室内作业，如果通风不好，使其挥发
到空气中的含量达到极限，那就更危险了。在配制、运输、施工冷底子油时一定要注意：
①配制冷底子油时，禁止用铁棒搅拌，以防碰出火星。要严格掌握沥青温度，当
发现冒出大量蓝烟时，应立即停止加人。
②凡是配制、储存、涂刷冷底子油的地点，都要严禁烟火。绝对不允许在附近进
行电、气焊或其他动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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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无论配制、储存、涂刷时都要设专人监护。

（四）地下建筑消防
地下建筑施工防火注意事项 ：
1. 地下建筑场所内施工应当标示安全通道，通道处不得堆放障碍物，保证通道
畅通。
2. 地下建筑室内不得贮存易燃易爆建筑施工材料等物品，不得当作木工加工作业
区，不得在空气不畅通的室内熬制或配制用于防腐、防水、装饰所用的危险化学品溶液。
3. 在进行防火、防腐作业时，地下室内应采取一定的通风措施，保证空气流通。
照明用电线路不得有接头或裸露部分，照明灯具应当使用防爆灯具，施工人员严禁吸
烟和动火。
4. 地下建筑进行高级装饰时，不得同时进行水暖、电气安装的焊割作业。
5. 地下建筑室内施工，施工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易引发火灾的特殊
作业，应设监护人，并配置必备的气体检测仪和消防器具，必要时应当采取强制通风
措施。

（五）高层建筑消防
1. 高层建筑及其消防特点
（1）高层建筑是指超过一定高度和层数的多层建筑。
中国自 1982 年起规定，超过 10 层的住宅建筑和超过 24m 高的其他民用建筑为
高层建筑。1972 年，国际高层建筑会议将高层建筑分为 4 类：第一类为 9 ～ 16 层（最
高 50m），第二类为 17 ～ 25 层（最高 75m），第三类为 26 ～ 40 层（最高 l00m），第
四类为 40 层以上（高于 100m）。
（2）高层建筑消防的特点 ：耐火极限低 ；火灾因素多 ；火势蔓延快 ；扑救难度大 ；
疏散困难。
消防管理的主要措施 ：防火分隔 ；做好完全疏散的准备工作 ；设置自动报警设施 ；
设置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标志。
2. 高层建筑施工防火注意事项
（1）已建成的建筑物楼梯不得封堵。施工脚手架内的作业层应畅通，并搭设不少
于 2 处与主体建筑内相衔接的通道口。
（2）建筑施工脚手架外挂的密目式安全网，必须符合阻燃标准要求，严禁使用不
阻烧的安全网。
（3）24m 以上的高层建筑施工，应当设置加压水泵和消防水源管道。消防管道的
立管直径不得小于 DN100，每层应设出水管口，建筑物纵向长度超过 60m，每层应设
2 处出水管口，每处配备长度不小于 30m 的消防水管，能够使两处的消防水管水流辐
射到建筑物的周边任意部位。
（4）高层焊接作业，要根据作业高度、风力、风力传递的次数，确定出火灾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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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将区域内的易燃易爆物品移到安全地方，无法移动的要采取切实的防护措施。高
层焊接作业应当办理动火证，动火处应当配备灭火机，并设专人监护，发现险情，立
即停止作业，采取措施，及时扑灭火源。
（5）大雾天气和风速 8m/s 以上时应当停止焊接作业。
（6）建筑物施工高度达 17 ～ 25 层（高度 75m）以上时，脚手架内置的脚手板应
采用钢质脚手板，作业层内立面应采用钢网进行围挡，严禁用竹笆进行围挡。
（7）高层建筑施工临时用电线路应使用绝缘良好的橡胶电缆，严禁将线路绑在脚
手架上。施工用电机具和照明灯具的电气连接处应当保持良好电气连接，金属裸露处
应绝缘良好，保证用电安全。
（8）高层建筑应设立防火警示标志。楼层内不得堆放易燃可燃物品。在易燃处施
工的人员不得吸烟和随便焚烧废弃物。
3. 高层建筑火灾的特点和自救、互救逃生
（1）高层建筑的火灾特点
一是火蔓延途径多，容易形成立体火灾 ；二是内部情况复杂，疏散困难 ；三是外
围脚手架和防护物易垮塌 ；四是扑救难度大。热对流是火灾蔓延的主要形式，火风压
和烟囱效应是使火灾蔓延的动力，500℃以上的高温热烟是蔓延的条件。
扑救高层建筑火灾往往遇到较大困难，在建高层建筑施工现场通道狭窄，由于受
到场地的制约，房屋、棚屋之间，建筑材料垛与垛之间缺乏必要的防火间距，甚至有
些材料堆垛堵塞了消防通道，消防车难于接近起火点；内部情况复杂，战斗展开困难。
例如 ：热辐射强，烟雾浓，火势向上蔓延的速度快和途径多，消防人员难以堵截火势
蔓延；在建高层下方地形的复杂性，导致举高车无法靠近作业。当形成大面积火灾时，
其消防用水量显然不足，需要利用消防车向高楼供水，建筑物内如果没有安装消防电
梯，消防队员因攀登高楼体力不够，不能及时到达起火层进行扑救，消防器材也不能
随时补充，均会影响扑救。
（2）自救、互救逃生。高层建筑火灾发生时，火灾现场温度是十分惊人的，而烟
雾会挡住你的视线。被困人员应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保持镇静不惊慌，不盲目行动，
从而选择正确的逃生方法。火灾的逃生方法 ：一是利用各楼层的消防器材，如干粉、
泡沫灭火器或水枪扑灭初期火灾。二是互相帮助，对老、弱受惊吓的人和不熟悉环境
的人要引导疏散，帮助共同逃生。三是发生火灾时，要积极行动，不能坐以待毙，要
充分利用身边的各种有利于逃生的东西。在火灾中切忌采用跳楼等错误自救逃生方法。

三、一般火灾的灭火原理、方法和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一）火灾的灭火原理、方法
按照燃烧原理，一切灭火方法的原理是将灭火器直接喷射到燃烧的物体上。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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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灭火剂喷洒在火源附近的物质上，使其不因火焰热辐射作用而形成新的火点。
1. 冷却灭火法
这种灭火法的原理是将灭火剂直接喷射到燃烧的物体上，以降低燃烧的温度于燃
点之下，使燃烧停止。或者将灭火剂喷洒在火源附近的物质上，使其不因火焰热辐射
作用而形成新的火点。冷却灭火法是灭火的一种主要方法，常用水和二氧化碳作灭火
剂冷却降温灭火。灭火剂在灭火过程中不参与燃烧过程中的化学反应。这种方法属于
物理灭火方法。
2. 隔离灭火法
隔离灭火法是将正在燃烧的物质和周围未燃烧的可燃物质隔离或移开，中断可燃
物质的供给，使燃烧因缺少可燃物而停止。具体方法有 ：
（1）把火源附近的可燃、易燃、易爆和助燃物品搬走 ；
（2）关闭可燃气体、液体管道的阀门，以减少和阻止可燃物质进入燃烧区 ；
（3）设法阻拦流散的易燃、可燃液体 ；
（4）拆除与火源相毗连的易燃建筑物，形成防止火势蔓延的空间地带。
3. 窒息灭火法
窒息灭火法是阻止空气流入燃烧区或用不燃物质冲淡空气，使燃烧物得不到足够
的氧气而熄灭的灭火方法。具体方法是 ：
（1）用砂土、水泥、湿麻袋、湿棉被等不燃或难燃物质覆盖燃烧物 ；
（2）喷洒雾状水、干粉、泡沫等灭火剂覆盖燃烧物 ；
（3）用水蒸气或氮气、二氧化碳等惰性气体灌注发生火灾的容器、设备 ；
（4）密闭起火建筑、设备和孔洞 ；
（5）把不燃的气体或不燃液体（如二氧化碳、氮气、四氯化碳等）喷洒到燃烧物
区域内或燃烧物上。
4. 中断化学反应法
使灭火剂参与到燃烧反应过程中去，使燃烧过程产生的游离基消失，而形成稳定
分子或活性的游离基，从而使燃烧的化学反应中断。如将干粉和卤代烷灭火剂喷入燃
烧区，使燃烧终止。

（二）灭火常识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及火灾的扑救方法可参照“灭火器常识”灭火器的分类。
1. 固体火灾应先用水型、泡沫、磷酸胺盐干粉、卤代烷型灭火器进行扑救。
2. 液体火灾应先用干粉、泡沫、卤代烷、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
3. 气体火灾应先用干粉、卤代烷、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
4. 带电物体火灾应先用卤代烷、二氧化碳、干粉型灭火器进行扑救。
5. 扑救金属火灾的灭火器材应由设计部门和当地公安消防监督部门协商解决，目
前我国还没有定型的灭火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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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器材的分类
消防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没有国家标准的，必须符合行业标准。禁止生产、
销售或者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
依法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由具有法定资质的认证机构按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要求认证合格后，方可生产、销售、使用。
消防器材包括 ：灭火器，消防水枪，水带接口，不锈钢灭火器，自动灭火等，维
保消防系统等。
灭火器一般由简体、筒盖、药剂胆、把柄、喷嘴等组成。
灭火器按所充装的灭火剂可分为 ：泡沫型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类的灭
火器、水型灭火器。
灭火剂是通过各种灭火设备和器材来施放和喷射的。扑救火灾时，无论采用那一
种灭火剂，往往不是一种灭火方法起作用，而是两种或三种方法同时起作用，但是其
中有一种起着主要的作用。
为了有效地扑救火灾，应根据燃烧物质的性质和火势发展情况，必须采用适合的
足够的灭火剂。选择灭火剂的基本要求是灭火性能高、使用方便、来源丰富、成本低
廉，对人体和物体基本无害等。
1. 泡沫灭火剂
泡沫是一种体积较小，表面被液体围成的气泡群，是扑救易燃、可燃液体火灾的
有效灭火剂。
泡沫灭火剂现有两种类型，即化学泡沫和空气泡沫。化学泡沫是由两种化学泡沫
粉的水溶液混合在一起，经化学反应生成的。空气泡沫是泡沫生成剂和水按一定比例
混合，经机械作用，吸入了大量的空气而生成的，故称为机械空气泡沫或空气泡沫。
空气泡沫中有普通蛋白泡沫、氟蛋白泡沫、抗溶性泡沫、轻水泡沫以及中倍数、
高倍数泡沫。普通蛋白泡沫、中倍数泡沫、轻水泡沫和化学泡沫等主要用来扑救各种
油类火灾 ；抗溶性泡沫主要用来扑救醇、醛、醚等有机溶剂火灾 ；高倍数泡沫主要用
来扑救那些火源集中、泡沫易于堆积场合的火灾，如地下建筑、室内仓库、矿井巷道、
机场设施等处的火灾。
随着我国消防科技的发展，泡沫灭火剂存在自身的缺点，已被性能优越的灭火剂
替代，因此，不再详细介绍。
2. 二氧化碳灭火剂
二氧化碳灭火剂在消防工作上有较广泛的应用。
二氧化碳气体，不燃烧、也不助燃，所以在燃烧区内稀释空气，减少空气的含氧量，
从而降低燃烧强度。当二氧化碳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 30 ～ 35％时，就能使燃烧熄灭。
灭火用的二氧化碳是以液态灌装在钢瓶内，当从钢瓶内放出时，迅速蒸发，体积
扩大 400 ～ 500 倍，同时温度急剧降低到－ 78℃，由于蒸发吸热作用，因此在二氧
化碳灭火时还具有一定的冷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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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氧化碳不导电、不含水分、不污损仪器设备等，故适用于扑救电气设备、
精密仪器、图书档案火灾。但是由于二氧化碳与一些金属化合时，金属能夺取二氧化
碳中的氧而继续燃烧，故二氧化碳不能扑救金属钾、钠、镁和铝等物质的火灾。此外，
二氧化碳也不易扑灭某些能够在惰性介质中燃烧的物质（如硝酸纤维）和物质内部的
阴燃。
3. 化学干粉
干粉灭火器内充装的是干粉灭火剂。干粉灭火剂是用于灭火的干燥且易于流动的
微细粉末，由具有灭火效能的无机盐和少量的添加剂经干燥、粉碎、混合而成微细固
体粉末组成。它是一种在消防中得到广泛应用的灭火剂，且主要用于灭火器中。除扑
救金属火灾的专用干粉化学灭火剂外，干粉灭火剂一般分为 BC 干粉灭火剂和 ABC 干
粉灭火剂两大类。如碳酸氢钠干粉、改性钠盐干粉、钾盐干粉、磷酸二氢铵干粉、磷
酸氢二铵干粉、磷酸干粉和氨基干粉灭火剂等。干粉灭火剂主要通过在加压气体作用
下喷出的粉雾与火焰接触、混合时发生的物理、化学作用灭火 ：一是靠干粉中的无机
盐的挥发性分解物，与燃烧过程中燃料所产生的自由基或活性基团发生化学抑制和副
催化作用，使燃烧的链反就中断而灭火 ；二是靠干粉的粉末落在可燃物表面外，发生
化学反应，并在高温作用下形成一层玻璃状覆盖层，从而隔绝氧，进而窒息灭火。另
外，还有部分稀释氧和冷却作用。
ABCD 全功能类干粉是以硫酸铵、硫酸氢钾、磷酸二氧铵为主要成分的化学干粉，
通过对其物理、化学性能的改造，能扑灭 A、B、C、D 类火灾和带电设备火灾。它集
ABC 类、BC 类、BCD 类干粉为一体，同时，它与磷酸铵盐等其它干粉灭火剂相比，
具有原料易得，成本低廉，生产工艺简便，不污染环境，灭火范围广，灭火速度快，
效能高等特点，可长期贮存。它适用于扑救多种火灾。覆盖燃烧面，中断燃烧的连锁
反应，达到灭火的目的。
化学干粉灭火剂应存放在通风、干燥处，温度应保持 50％以下。如干粉受潮结块，
可放在干燥处自然晾干，也可以温度 60℃以下受热干燥，然后研磨过筛，恢复原状后，
即可继续使用。
4. 酸碱灭火器
酸碱灭火器的作用原理是利用两种药剂混合后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压力使药剂喷
出，从而扑灭火灾。酸碱灭火器由简体、筒盖、硫酸瓶胆、喷嘴等组成。简体内装有
碳酸氢钠水溶液，硫酸瓶胆内装有浓硫酸。瓶胆口有铅塞，用来封住瓶口，以防瓶胆
内的浓硫酸吸水稀释或同瓶胆外的药液混合。
酸碱灭火器适用于扑救木、棉、麻、毛、纸等一般固体物质火灾，不宜用于油类
和忌水、忌酸物质及电气设备的火灾。
5. 水
水是不燃液体，它是最常用，来源最丰富，使用最方便的灭火剂。水在扑灭火灾
中应用的最广泛，水的灭火作用是由它的性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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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器具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消防水池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一般不得小于 10m，在水池的周围留有消防车道。
建筑施工现场常用的消防器具为水池、消防桶、消防铣、消防沟以及灭火机等。
1. 消防水池
在冬季或者寒冷地区，消防水池应有可靠的防冻措施。
2. 灭火器的适应火灾及使用方法（手提式）
（1）泡沫灭火器适应火灾及使用方法
适用范围 ：适用于扑救一般 B 类火灾，如油制品、油脂等火灾，也可适用于 A
类火灾，但不能扑救 B 类火灾中的水溶性可燃、易燃液体的火灾，如醇、酯、醚、酮
等物质火灾 ；也不能扑救带电设备及 C 类和 D 类火灾。
使用方法 ：可手提简体上部的提环，迅速奔赴火场。这时应注意不得使灭火器过
分倾斜，更不可横拿或颠倒，以免两种药剂混合而提前喷出。当距离着火点 10m 左右，
即可将筒体颠倒过来，一只手紧握提环，另一只手扶住简体的底圈，将射流对准燃烧物。
在扑救可燃液体火灾时，如已呈流淌状燃烧，则将泡沫由远而近喷射，使泡沫完全覆
盖在燃烧液面上；如在容器内燃烧，应将泡沫射向容器的内壁，使泡沫沿着内壁流淌，
逐步覆盖着火液面。切忌直接对准液面喷射，以免由于射流的冲击，反而将燃烧的液
体冲散或冲出容器，扩大燃烧范围。在扑救固体物质火灾时，应将射流对准燃烧最猛
烈处。灭火时随着有效喷射距离的缩短，使用者应逐渐向燃烧区靠近，并始终将泡沫
喷在燃烧物上，直到扑灭。使用时，灭火器应始终保持倒置状态，否则会中断喷射。
（手提式）泡沫灭火器存放应选择干燥、阴凉、通风并取用方便之处，不可靠近
高温或可能受到暴晒的地方，以防止碳酸分解而失效 ；冬期要采取防冻措施，以防止
冻结 ；并应经常擦除灰尘、疏通喷嘴，使之保持通畅。
（2）推车式泡沫灭火器适应火灾和使用方法
其适应火灾与手提式化学泡沫灭火器相同。
使用方法 ：使用时，一般由两人操作，先将灭火器迅速推拉到火场，在距离着火
点 10m 左右处停下，由一人施放喷射软管后，双手紧握喷枪并对准燃烧处 ；另一个
则先逆时针方向转动手轮，将螺杆升到最高位置，使瓶盖开足，然后将简体向后倾倒，
使拉杆触地，并将阀门手柄旋转 90o，即可喷射泡沫进行灭火。如阀门装在喷枪处，
则由负责操作喷枪者打开阀门。
灭火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手提式化学泡沫灭火器基本相同，可以参照。由于该种灭
火器的喷射距离远，连续喷射时间长，因而可充分发挥其优势，用来扑救较大面积的
储槽或油罐车等处的初起火灾。
（3）空气泡沫灭火器适应火灾和使用方法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基本上与化学泡沫灭火器相同。但抗溶泡沫灭火器还能扑救
水溶性易燃、可燃液体的火灾如醇、醚、酮等溶剂燃烧的初起火灾。
使用方法 ：使用时可手提或肩扛迅速奔到火场，在距燃烧物 6m 左右，拔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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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销，一手握住开启压把，另一手紧握喷枪 ；用力捏紧开启压把，打开密封或刺穿储
气瓶密封片，空气泡沫即可从喷枪口喷出。灭火方法与手提式化学泡沫灭火器相同。
但空气泡沫灭火器使用时，应使灭火器始终保持直立状态、切勿颠倒或横卧使用，否
则会中断喷射。同时应一直紧握开启压把，不能松手，否则也会中断喷射。
（4）酸碱灭火器适应火灾及使用方法
适应范围 ：适用于扑救 A 类物质燃烧的初起火灾，如木、织物、纸张等燃烧的
火灾。它不能用于扑救 B 类物质燃烧的火灾，也不能用于扑救 C 类可燃性气体或 D
类轻金属火灾。同时也不能用于带电物体火灾的扑救。
使用方法 ：使用时应手提筒体上部提环，迅速奔到着火地点。决不能将灭火器扛
在背上，也不能过分倾斜，以防两种药液混合而提前喷射。在距离燃烧物 6m 左右，
即可将灭火器颠倒过来，并摇晃几次，使两种药液加快混合 ；一只手握住提环，另一
只手抓住简体下的底圈将喷出的射流对准燃烧最猛烈处喷射。同时随着喷射距离的缩
减，使用人应向燃烧处推近。
（5）二氧化碳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灭火时只要将灭火器提到或扛到火场，在距燃烧物 5m 左右，放下灭火器拔出保
险销，一手握住喇叭筒根部的手柄，另一只手紧握启闭阀的压把。对没有喷射软管的
二氧化碳灭火器，应把喇叭筒往上扳 70 ～ 90o。使用时，不能直接用手抓住喇叭筒外
壁或金属连线管，防止手被冻伤。灭火时，当可燃液体呈流淌状燃烧时，使用者将二
氧化碳灭火剂的喷流由近而远向火焰喷射。如果可燃液体在容器内燃烧时，使用者应
将喇叭筒提起。从容器的一侧上部向燃烧的容器中喷射。但不能将二氧化碳射流直接
冲击可燃液面，以防止将可燃液体冲出容器而扩大火势，造成灭火困难。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一般由两人操作，使用时两人一起将灭火器推或拉到燃烧
处，在离燃烧物 10m 左右停下，一人快速取下喇叭筒并展开喷射软管后，握住喇叭
筒根部的手柄，另一人快速按逆时针方向旋动手轮，并开到最大位置。灭火方法与手
提式的方法一样。
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时，在室外使用的，应选择在上风方向喷射。在室外内窄小
空间使用的，灭火后操作者应迅速离开，以防窒息。
（6）干粉灭火器适应火灾和使用方法
碳酸氢钠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易燃、可燃液体、气体及带电设备的初起火灾 ；磷酸
铵盐干粉灭火器除可用于上述几类火灾外，还可扑救固体类物质的初起火灾。但都不
能扑救金属燃烧火灾。
灭火时，可手提或肩扛灭火器快速奔赴火场，在距燃烧处 5m 左右，放下灭火器。
如在室外，应选择在上风方向喷射。使用的干粉灭火器若是外挂式储压式的，操作者
应一手紧握喷枪、另一手提起储气瓶上的开启提环。如果储气瓶的开启是手轮式的，
则向逆时针方向旋开，并旋到最高位置，随即提起灭火器。当干粉喷出后，迅速对准
火焰的根部扫射。使用的干粉灭火器若是内置式储气瓶的或者是储压式的，操作者应
先将开启把上的保险销拔下，然后握住喷射软管前端喷嘴部，另一只手将开启压把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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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打开灭火器进行灭火。有喷射软管的灭火器或储压式灭火器在使用时，一手应始
终压下压把，不能放开，否则会中断喷射。
干粉灭火器扑救可燃、易燃液体火灾时，应对准火焰要部扫射，如果被扑救的液
体火灾呈流淌燃烧时，应对准火焰根部由近而远，并左右扫射，直至把火焰全部扑灭。
如果可燃液体在容器内燃烧，使用者应对准火焰根部左右晃动扫射，使喷射出的干粉
流覆盖整个容器开口表面 ；当火焰被赶出容器时，使用者仍应继续喷射，直至将火焰
全部扑灭。
在扑救容器内可燃液体火灾时，应注意不能将喷嘴直接对准液面喷射，防止喷流
的冲击力使可燃液体溅出而扩大火势，造成灭火困难。
如果当可燃液体在金属容器中燃烧时间过长，容器的壁温已高于扑救可燃液体的
自燃点，此时极易造成灭火后再复燃的现象，若与泡沫类灭火器联用，则灭火效果更佳。
使用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扑救固体可燃物火灾时，应对准燃烧最猛烈处喷射，并
上下、左右扫射。如条件许可，使用者可提着灭火器沿着燃烧物的四周边走边喷，使
干粉灭火剂均匀地喷在燃烧物的表面，直至将火焰全部扑灭。
（7）推车式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与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相同。

（五）施工现场灭火器的配备
1. 在建工程及临时用房的下列场所应配置灭火器 ：
（1）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及使用场所。
（2）动火作业场所。
（3）可燃材料存放、加工及使用场所。
（4）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发电机房、变配电房、设备用房、办公用房、宿舍等
临时用房。
（5）其他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
2. 施工现场灭火器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灭火器的灭火级别
灭火器扑救火灾的能力是用灭火级别表示的，如 3A、5B 等。通俗讲灭火级别就
是灭火器的灭火能力。灭火器灭火级别是及时有效地扑灭建筑场所初起火灾从而大幅
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基本保障。
灭火级别本身由数字和字母组成，其中数字表示级别数，级别数越大灭火能力就
越大 ；字母表示所能扑救的火灾种类。不同重量和充装不同灭火剂的灭火器灭火级别
数和能扑救的火灾种类都是不尽相同的。这些具体指标可在灭火器的铭牌上看到。因
此，在配置和使用灭火器时，一定要根据灭火器设置场所可能发生的火灾种类和危险
等级等各种因素来选择使用相应的灭火器。
（2）灭火器的类型应与配备场所可能发生的火灾类型相匹配。
（3）灭火器的最低配置标准应符合表 2-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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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器的最低配置标准

表 2-7

固体物质火灾

液体或可熔化固体物质火灾、气体火灾

单具灭火器
最小灭火级别

单位灭火级别
最大保护面积
（m2/A）

单具灭火器
最小灭火级别

单位灭火级别
最大保护面积
（m2/B）

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
及使用场所

3A

50

89B

0.5

固定动火作业场

3A

50

89B

0.5

临时动火作业点

2A

50

55B

0.5

可燃材料存放、
加工及使用场所

2A

75

55B

1.0

厨房操作间、锅炉房

2A

75

55B

1.0

自备发电机房

2A

75

55B

1.0

变配电房

2A

75

55B

1.0

办公用房、宿舍

1A

100

—

—

项目

（4）灭火器的配置数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的有关规定经计算确定，且每个场所的灭火器数量不应少于 2 具。
（5）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表 2-8 的规定。
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m）

表 2-8

灭火器配置场所

固体物质火灾

液体或可熔化固体物质火灾、气体火灾

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及使用场所

15

9

固定动火作业场

15

9

临时动火作业点

10

6

可燃材料存放、加工及使用场所

20

12

厨房操作间、锅炉房

20

12

发电机房、变配电房

20

12

办公用房、宿舍等

25

—

四、施工现场的消防通道和消防水源
设置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用于扑救施工现场火灾、引导施工人员安全疏散等的
各类消防设施，包括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统、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临
时疏散通道等称为临时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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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内应设置临时消防车道，临时消防车道与在建工程、临时用房、可燃材
料堆场及其加工场的距离不宜小于 5m，且不宜大于 40m ；施工现场周边道路满足消
防车通行及灭火救援要求时，施工现场内可不设置临时消防车道。
1. 临时消防设施
（1）施工现场应设置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和应急照明等临时消防设施。
（2）临时消防设施应与在建工程的施工同步设置。房屋建筑工程中，临时消防设
施的设置与在建工程主体结构施工进度的差距不应超过 3 层。
（3）在建工程可利用已具备使用条件的永久性消防设施作为临时消防设施。当永
久性消防设施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时，应增设临时消防设施，按要求配备灭火器、临时
消防给水系统和应急照明。
（4）施工现场的消火栓泵应采用专用消防配电线路。专用消防配电线路应自施工
现场总配电箱的总断路器上端接入，且应保持不间断供电。
（5）地下工程的施工作业场所宜配置防毒面具。
（6）临时消防给水系统的贮水池、消火栓泵、室内消防竖管及水泵接合器等应设
置醒目标识。
（7）临时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临时消防车道宜为环形，设置环形车道确有困难时，应在消防车道尽端设置尺
寸不小于 12m×12m 的回车场。
②临时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m。
③临时消防车道的右侧应设置消防车行进路线指示标识。
④临时消防车道路基、路面及其下部设施应能承受消防车通行压力及工作荷载。
2. 临时消防给水系统
（1）施工现场或其附近应设置稳定、可靠的水源，并应能满足施工现场临时消防
用水的需要。消防水源可采用市政给水管网或天然水源。当采用天然水源时，应采取
确保冰冻季节、枯水期最低水位时顺利取水的措施，并应满足临时消防用水量的要求。
（2）临时消防用水量应为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与临时室内消防用水量之和。
（3）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应按临时用房和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的较大
者确定，施工现场火灾次数可按同时发生 1 次确定。
（4）临时用房建筑面积之和大于 1000m2 或在建工程单体体积大于 l0000m3 时，
应设置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当施工现场处于市政消火栓 150m 保护范围内，且市
政消火栓的数量满足室外消防用水量要求时，可不设置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5）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2-9 的规定。
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
在建工程（单体）体积
3

l0000m < 体积≤ 30000m
体积 >30000m3

火灾延续时间（h）
3

表 2-9

消火栓用水量（L/s） 每支水枪最小流量（L/s）

1

15

5

2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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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工现场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给水管网宜布置成环状。
②临时室外消防给水干管的管径，应根据施工现场临时消防用水量和干管内水流
计算速度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DN100。
③室外消火栓应沿在建工程、临时用房和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均匀布置，与
在建工程、临时用房和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的外边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5m。
④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 120m。
⑤消火栓的最大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50m。
（7）建筑高度大于 24m 或单体体积超过 30000m3 的在建工程，应设置临时室内
消防给水系统。
（8）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内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2-10 的规定。
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内消防用水量

表 2-10

建筑高度、在建工程体积（单体） 火灾延续时间（h） 消火栓用水量（L/s） 每支水枪最小流量（L/s）
24m< 建筑高度≤ 50m 或
30000m3< 体积≤ 50000m3

1

10

5

建筑高度 >50m 或体积 >50000m3

1

15

5

（9）在建工程临时室内消防竖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消防竖管的设置位置应便于消防人员操作，其数量不应少于 2 根，当结构封顶
时，应将消防竖管设置成环状。
②消防竖管的管径应根据在建工程临时消防用水量、竖管内水流计算速度计算确
定，且不应小于 DN100。
（10）设置室内消防给水系统的在建工程，应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消防水泵接
合器应设置在室外便于消防车取水的部位，与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取水口的距离宜
为 15m ～ 40m。
（11）设置临时室内消防给水系统的在建工程，各结构层均应设置室内消火栓接
口及消防软管接口，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消火栓接口及软管接口应设置在位置明显且易于操作的部位。
②消火栓接口的前端应设置截止阀。
③消火栓接口或软管接口的间距，多层建筑不应大于 50m，高层建筑不应大于
30m。
（12）在建工程结构施工完毕的每层楼梯处应设置消防水枪、水带及软管，且每
个设置点不应少于 2 套。
（13）高度超过 100m 的在建工程，应在适当楼层增设临时中转水池及加压水泵。
中转水池的有效容积不应少于 10m3，上、下两个中转水池的高差不宜超过 100m。
（14）临时消防给水系统的给水压力应满足消防水枪充实水柱长度不小于 l0m 的
要求 ；给水压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消火栓泵，消火栓泵不应少于 2 台，且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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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备用 ；消火栓泵宜设置自动启动装置。
（15）当外部消防水源不能满足施工现场的临时消防用水量要求时，应在施工现
场设置临时贮水池。临时贮水池宜设置在便于消防车取水的部位，其有效容积不应小
于施工现场火灾延续时间内一次灭火的全部消防用水量。
（16）施工现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应与施工现场生产、生活给水系统合并设置，
但应设置将生产、生活用水转为消防用水的应急阀门。应急阀门不应超过 2 个，且应
设置在易于操作的场所，并应设置明显标识。
（17）严寒和寒冷地区的现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应采取防冻措施。
3. 应急照明
（1）施工现场的下列场所应配备临时应急照明 ：
①自备发电机房及变配电房。
②水泵房。
③无天然采光的作业场所及疏散通道。
④高度超过 l00m 的在建工程的室内疏散通道。
⑤发生火灾时仍需坚持工作的其他场所。
（2）作业场所应急照明的照度不应低于正常工作所需照度的 90％，疏散通道的
照度值不应小于 0.5lx。
（3）临时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宜选用自备电源的应急照明灯具，自备电源的连续供
电时间不应小于 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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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管理制度

一、消防有关法律法规
我国消防法规大体分为三类 ：一是消防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二是
消防行政法规 ；三是消防技术标准，又称为消防技术法规。
消防行政法规规定了消防管理活动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方法。消防技术法规是用
于调整人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关系。
另外，各省、市、自治区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还颁布了一些地方性的行政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地方标准。这些规章和管理措施，都为防火监督管理提供了
依据。

二、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
1. 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应由施工单位负责。
实行施工总承包时，应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应向总承包单位负责，并应
服从总承包单位的管理，同时应承担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消防责任和义务。
2. 监理单位应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实施监理。
3. 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项目规模、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的重点，在施工现场建立消
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及义务消防组织，并应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同时应落实相关人员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4. 施工单位应针对施工现场可能导致火灾发生的施工作业及其他活动，制订消防
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1）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制度。
（2）可燃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制度。
（3）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制度。
（4）消防安全检查制度。
（5）应急预案演练制度。
5.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方案，并应根据现场情况变化及时对其修改、
完善。防火技术方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1）施工现场重大火灾危险源辨识。
（2）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措施。
（3）临时消防设施、临时疏散设施配备。
（4）临时消防设施和消防警示标识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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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现场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应包括下
列主要内容 ：
（1）应急灭火处置机构及各级人员应急处置职责。
（2）报警、接警处置的程序和通讯联络的方式。
（3）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4）应急疏散及救援的程序和措施。
7. 施工人员进场时，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向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
育和培训。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应包括下列内容 ：
（1）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防火技术方案、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的主要内容。
（2）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的性能及使用、维护方法。
（3）扑灭初起火灾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
（4）报警、接警的程序和方法。
8. 施工作业前，施工现场的施工管理人员应向作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技术交底。
消防安全技术交底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1）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的部位或环节。
（2）施工过程应采取的防火措施及应配备的临时消防设施。
（3）初起火灾的扑救方法及注意事项。
（4）逃生方法及路线。
9. 施工过程中，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负责人应定期组织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
现场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消防安全检查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1）可燃物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管理是否落实。
（2）动火作业的防火措施是否落实。
（3）用火、用电、用气是否存在违章操作，电、气焊及保温防水施工是否执行操
作规程。
（4）临时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
（5）临时消防车道及临时疏散设施是否畅通。
10. 施工单位应依据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定期开展灭火及应急疏散的演练。
11. 施工单位应做好并保存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的相关文件和记录，并应建立
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档案。

三、在建工程防火
1. 在建工程作业场所的临时疏散通道应采用不燃、难燃材料建造，并应与在建工
程结构施工同步设置，也可利用在建工程施工完毕的水平结构、楼梯。
2. 在建工程作业场所临时疏散通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5h。
（2）设置在地面上的临时疏散通道，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1.5m ；利用在建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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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完毕的水平结构、楼梯作临时疏散通道时，其净宽度不宜小于 1.0m ；用于疏散的
爬梯及设置在脚手架上的临时疏散通道，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0.6m。
（3）临时疏散通道为坡道，且坡度大于 25o 时，应修建楼梯或台阶踏步或设置防
滑条。
（4）临时疏散通道不宜采用爬梯，确需采用时，应采取可靠固定措施。
（5）临时疏散通道的侧面为临空面时，应沿临空面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
栏杆。
（6）临时疏散通道设置在脚手架上时，脚手架应采用不燃材料搭设。
（7）临时疏散通道应设置明显的疏散指示标识。
（8）临时疏散通道应设置照明设施。
3. 既有建筑进行扩建、改建施工时，必须明确划分施工区和非施工区。施工区不
得营业、使用和居住 ；非施工区继续营业、使用和居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施工区和非施工区之间应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3.0h
的不燃烧体隔墙进行防火分隔。
（2）非施工区内的消防设施应完好和有效，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并应落实日常
值班及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3）施工区的消防安全应配有专人值守，发生火情应能立即处置。
（4）施工单位应向居住和使用者进行消防宣传教育，告知建筑消防设施、疏散通
道的位置及使用方法，同时应组织疏散演练。
（5）外脚手架搭设不应影响安全疏散、消防车正常通行及灭火救援操作，外脚手
架搭设长度不应超过该建筑物外立面周长的 l/2。
4. 外脚手架、支模架的架体宜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搭设，下列工程的外脚手架、
支模架的架体应采用不燃材料搭设 ：
（1）高层建筑。
（2）既有建筑改造工程。
5. 下列安全防护网应采用阻燃型安全防护网 ：
（1）高层建筑外脚手架的安全防护网。
（2）既有建筑外墙改造时，其外脚手架的安全防护网。
（3）临时疏散通道的安全防护网。
6. 作业场所应设置明显的疏散指示标志，其指示方向应指向最近的临时疏散通道
入口。
7. 作业层的醒目位置应设置安全疏散示意图。

四、其他防火管理
1. 施工现场的重点防火部位或区域应设置防火警示标识。
2. 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工作，对已失效、损坏或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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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消防设施应及时更换、修复或补充。
3. 临时消防车道、临时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保持畅通，不得遮挡、挪动疏散指
示标识，不得挪用消防设施。
4. 施工期间，不应拆除临时消防设施及临时疏散设施。
5. 施工现场严禁吸烟。

五、火灾险情的处置
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因意外情况发生火灾事故，千万不要惊慌，应一方面叫人
迅速打电话报警，一方面组织人力积极扑救。
现在我国基本建立火警电话号码为“119”的救援信息系统。火警电话拨通后，
要讲清起火的单位和详细地址，也要讲清起火的部位、燃烧的物质和火灾的程度着火
的周边环境等情况，以便消防部门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力量。
报警后，起火单位要尽量迅速的清理通往火场的道路，以便消防车能顺利迅速的
进入现场。同时，并应派人在起火地点的附近路品或单位门口迎候消防车辆，使之能
迅速准确地到达火场，投入灭火战斗。
火势蔓延较大，火势燃烧严重的建筑物，施工单位熟悉或者了解建筑物的技术人
员，应当及时将受损建筑物的构造、结构情况向消防官兵通报，并提出有关扑救工作
建议，保障救火官兵的生命安全，防止火灾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六、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和演练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和演练内容
1. 组织机构，包括灭火行动组、通信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组 ；
2. 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 ；
3. 应急疏散的阻止程序和措施 ；
4. 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
5. 通信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 ；
工期较长的施工现场应当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演练，
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
消防演练时，应当设置明显标识并事先告知演练范围内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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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专项组织设计的编制

一、编制施工临时用电专项组织设计的必要性
现行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规定，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
备在 5 台及以上或设备总容量在 50kW 及以上，应编制“施工用电组织设计”。
1. 临时施工用电组织设计（以下简称临时用电专项方案）是一个专业技术文件，
必须单独编制，体现其对现场临时用电工程的实施和施工现场用电安全的指导作用。
其相关图纸要单独绘制，不得与其他专业施工组织设计混合在一起。
2. 编制临时用电专项方案必须符合本工程施工的实际，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 临时用电专项方案应由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编制，由企业技术部门组织安全管理
部门、施工项目经理部审核，由企业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批准，工程总监理工程
师审签。

二、临时用电专项方案的内容
1. 施工项目概况及编制依据
（1）介绍本工程的主要工程概况及周围环境（如施工场地的地势、土壤电导率、
周边供电情况及雷电情况等）。
（2）确定编制依据，一般为 ：
①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 ；
②相关的现行安全技术规范、规程 ；
③本工程的相关施工图 ；
④现场踏勘情况 ；
⑤以往的施工临时用电的经验数据及安全管理经验。
2. 确定电源进线（变电所）、总配电室位置、分配电箱位置、用电线路走向、接地（包
括重复接地）的位置。
（1）施工临时用电的布置，应根据本施工项目施工组织设计的施工布置和相关设
施条件要求进行，要考虑用电线路系统与周围的最小安全平面距离、与现场机动车道
交叉的最小安全垂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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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配电室应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
的区域。
3. 进行用电负荷计算
（1）负荷是电力负荷的简称，是指电气设备（例如电力变压器、发电机、配电装
置、配电线路、用电设备等）中的电流和功率。
（2）负荷计算的结果是配电系统设计中选择电器、导线、电缆规格，以及供电变
压器和发电机容量的重要依据。
（3）用电负荷计算时导线截面应满足 ：
①导线中的计算负荷电流不大于其长期连续负荷允许载流量。
②线路末端电压偏移应不大于其额定电压的 5％。
③机械强度要求。
4. 设计配电系统
（1）设计配电线路，选择导线或电缆（型号、规格）及其敷设方式。
（2）设计配电装置，选择配电设备，确定三级配电箱内元器件的型号、规格、主
要参数。
（3）设计接地装置（保护接地、重复接地），包括接地极材料及接地电阻值要求。
5. 设计防雷装置，包括闪接器、引下线、接地装置。
如施工现场不需设计防雷装置，必须说明原因。
6. 规定防护措施（制定现场安全用电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明确用电纪律）。
7. 绘制临时用电工程图纸。主要临时用电工程图纸为 ：
（1）绘制临时用电总平、立面布置图，包括总配电室位置、各分配电箱的位置及
编号；线路敷设方式及走向（注明与附近建筑物或临时设施的距离）；电杆间距；拉杆（或
拉线）设置 ；各重复接地位置及编号等。
（2）绘制配电系统图，包括总配电室至各分配电箱、各分配电箱至各开关箱的供
电回路关系 ；各回路导线的选用（包括楼层内的立面布置），注明各开关、漏电保护
器的设置及其型号、规格、参数。
（3）绘制总配电箱、各分配电箱、各开关箱内的接线系统图。
（4）绘制接地装置设计图，包括接地装置布置、接地极结构、接地装置的材料、
接地电阻值规定。
8. 无自然采光的地下大空间施工场所，应编制单项照明用电方案。
9. 设计外电防护措施。
根据现行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规定的安全平面距离、
安全垂直高度，确定施工现场是否应采取外电防护措施，如需采取外电防护措施，应
提出具有可靠性的防护措施。
如不需采取外电防护措施，应说明理由。
10. 临时用电系统实施步骤
临时用电系统实施应根据项目的施工形象进度分批（次）进行，明确规定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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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如基础阶段、低层楼施工阶段、各楼层施工阶段 ；主楼施工阶段、附楼施工阶
段等）。

三、临时用电专项方案的变更
1. 施工状况发生变化时，如涉及到临时用电专项方案变化，应对临时用电专项方
案进行变更。
2. 临时用电专项方案变更时，必须履行“编制、审核、批准”程序。
3. 临时用电专项方案的变更资料应绘制有关变更图纸。

四、临时用电安全技术交底
1. 临时用电系统布置实施前，应对承担实施的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包括临时
用电设计总体意图、要求、安全注意事项等。
2. 临时用电系统启用前，应对用电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包括安全用电技术措
施、电气防火措施及用电纪律等。
3. 安全技术交底应有文字记录资料并履行签字手续。

第二节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

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应严格执行现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 等标准、
规范。

一、执行“三级配电、二级保护”、“TN-S 系统”的原则
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380V 三相四线
制低压电力系统。必须采用三级配电、必须采用二级保护、必须采用 TN-S 系统，通
常称为安全用电“三原则”。

（一）三级配电原则
1. 三级配电，是指施工现场配电系统应设置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这三级
配电，也称“一级箱”、“二级箱”、“三级箱”配电。（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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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配电示意

2. 不得将电力部门或建设单位的供电箱当作施工总配电箱。除非供电箱内的元器
件配置符合现行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规定。
3. 不得将施工设备配套的控制箱、操作箱当作第三级配电的开关箱。
4. 三级配电系统的设置应遵守四项规则 ：
（1）分级分路规则
①从一级总配电箱（配电柜）向二级分配电箱配电可以分路。即一个总配电箱（配
电柜）可以分若干分路向若干分配电箱（放射式）配电 ；每一分路也可以（树干式）
分支支接若干分配电箱。
②从二级分配电箱向三级开关箱配电同样也可以分路。即一个分配电箱可以分若
干分路向若干开关箱（放射式）配电，而其每一分路也可以支接若干开关箱或链接若
干同类、相邻开关箱。
③从三级开关箱向用电设备配电实行所谓“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不存
在分路问题。即每一开关箱只能配电连接一台与其相关的用电设备（含插座），包括
配电给集中办公区、生活区、道路及加工车间一组不超过 30A 负荷的照明器。
按照分级分路规则的要求，在三级配电系统中，任何用电设备均不得越级配电，
即其电源线不得直接连接于分配电箱或总配电箱 ；任何配电装置不得挂接其他临时用
电设备。否则，三级配电系统的结构形式和分级分路规则将被破坏。每台用电设备必
须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严禁用同一个开关箱直接控制 2 台及 2 台以上用电设备（含
插座）。
（2）动力、照明分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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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动力配电箱与照明配电箱宜分别设置，若动力与照明合置于同一分配电箱内，
则动力供电与照明供电应分路配电。
②动力开关箱与照明开关箱必须分箱设置，不存在共箱分路设置问题。
（3）压缩配电间距规则
压缩配电间距规则是指除总配电箱、配电室（配电柜）外，分配电箱与开关箱之
间和开关箱与用电设备之间的空间间距应尽量缩短。
（4）环境安全规则
环境安全规则是指配电系统对其设置和运行环境安全因素的要求，主要指对易燃
易爆物、腐蚀介质、机械损伤、电磁辐射、静电等因素的防护要求，防止由其引发设
备损坏、触电和电气火灾等事故。

（二）“二级保护”的原则
“二级保护”，是指施工现场配电系统应在总配电箱内和开关箱内设置漏电保护
装置。
1. 总配电箱内的总漏电保护器（即第一级漏电保护），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可为
100 ～ 30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大于 0.1s，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额定漏电动作
时间乘积应不大于 30mA·s。见图 3-1。
2. 开关箱内的漏电保护器（即第二级漏电保护），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得大于
30mA（手持式电动工具的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得大于 15mA），额定漏电
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1s。
3. 二级保护是起码的保护原则，如果施工现场实际情况条件所限，分配电箱至开
关箱的距离大于 30m 时，必须在分配电箱内也设置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
流一般应为 10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为 0.1s，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额定漏电动
作时间乘积应不大于，10mA·s。
在分配电箱内设置漏电保护器不能替代总配电箱内的总漏电保护器或开关箱内的
漏电保护器，而是形成了“三级保护”。

（三）TN-S 系统的原则
在施工现场的电力系统中必须采用 TN-S 系统。
1. TN-S 系统是指保护零线（PE 线）与工作零线（N 线）分开设置的系统，即常
说的“三项五线制”。
保护零线（PE 线）单独敷设，即将“三相四线制”改变为“三相五线制”。
2.“三相五线制”中，工作零线（N 线）与相线（L1.L2.L3）一起作为四线电源线
路使用 ；保护零线（PE 线）只作电气设备保护线使用，即只用于连接电气设备正常
情况下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金属外壳、基座等），当相线发生故障与正常情况
下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碰壳、短路时，能够使保护电器及时动作，切断电路防止
发生触电或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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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TN 系统中，如果中性线或零线分为两条线，其中一条零线用作工作零线，
用 N 表示 ；另一条零线用作保护零线，用 PE 表示，即将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设
置和使用，这样的保护系统称为 TN-S 接零保护系统，简称 TN-S 系统，其组成形式
如图 3-2 所示。从图中可知，TN-S 系统仅在电源变压器工作接地处，保护零线 PE
线与工作零线 N 线有连接，除此以外，保护零线 PE 线与工作零线 N 线不得有任何连接。

图 3-2

TN-S 系统组成形式

4. TN-S 接零保护系统的确定原则
（1）在施工现场用电工程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380V 三相四线制低
压电力系统中，必须采用 TN-S（三相五线）接零保护系统，严禁采用 TN-C（三相四线）
接零保护系统或 TT 接地保护系统。
（2）当施工现场与外电线路共用同一供电系统时，电气设备的接地形式应与原系
统保持一致。不得一部分设备作保护接零、另一部分设备作保护接地。
5. 保护零线（PE 线）的形成。
保护零线（PE 线）应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的零线）或第一级漏电保护器电源
侧的零线处引出并作接地极，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 4Ω。
（1）施工现场用变压器供电时，保护零线（PE 线）的引出按下图引出（见图 3-3）：

1- 工作接地；2-PE 线重复接地；3- 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正常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
L1.L2.L3- 相线；N- 工作零线；PE- 保护零线；DK- 总电源隔离开关；2-RCD- 总漏电保护器；T- 变压器
图 3-3

专用变压器供电时 TN-S 接零保护系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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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采用公用 TN 系统供电时，现场工作零线（N 线）必须由电源进线零线通
过总漏电保护器后引出，保护零线（PE 线）必须由电源进线零线重复接地处或总漏
电保护器电源侧进线零线处引出，形成局部 TN-S 接零保护系统。（见图 3-4）
DK

RCD

1
图 3-4

L1
L2
L3
N
PE
2

三相四相供电时局部 TN-S 接零保护系统保护零线引出示意

6. 保护零线（PE 线）的规定。
（1）为保证接零保护系统可靠，保护零线（PE 线）的重复接地不得少于 3 处（即
线路的头端、中端和末端处），在设备比较集中地方如搅拌台、钢筋作业区等处应做
重复接地 ；在高大设备处如塔吊、外用电梯、物料提升机等处也应作重复接地，其接
地电阻值不大于 10Ω。
（2）不得在保护零线（PE 线）上装设任何开关或熔断器。
（3）保护零线（PE 线）应单独接至每一台配电箱，用电设备及照明灯具的金属
外壳（罩），保护零线（PE）严禁串联连接。
（4）保护零线（PE 线）的截面应不小于工作零线（N 线）的截面（即不小于相
线截面的 50％），与用电设备相连的保护零线应为截面不小于 2.5mm2 的多股绝缘铜
线（与手持式电动工具相连的可为 1.5mm2）。
（5）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二种零线（N 和 PE）不得混用。保护零线（PE 线）应
使用绿 / 黄双色电线，不得将绿 / 黄双色电线作相线或工作零线。
（6）保护零线（PE 线）和工作零线（N 线）在配电箱内应分别通过端子板连接，
保护零线（PE 线）在其他地方不得有接头。
（7）保护零线（PE 线）与电气设备连接应采用“铜鼻子”可靠连接，不得采用铰接，
应做到“电气连接”。
（8）PE 线端子板与金属配电箱应保持良好电气连接。
（9）保护零线（PE 线）严禁穿过漏电保护器，而工作零线（N 线）是必须穿过
漏电保护器。
（10）保护零线（PE 线）形成后，不得与工作零线（N 线）再相连接。
7. 在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中应理解设置两道防线，一道防线时采用的 TN-S 接
零保护系统 ；另一道防线设立了两级漏电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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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现场用电工程中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统时，由于设置了一条专用保护零
线（PE），所以在任何正常情况下，不论供电系统的三相负荷是否平衡，PE 线上都不
会有电流通过，不会变为带电体，因此与其相连接的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金属
外壳、基座等）始终与大地保持等电位，这是 TN-S 接零保护系统的一个突出优点。
但是，对于防止因电气设备非正常漏电而发生的间接接触触电来说，仅仅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统是不可靠的，这是因为电气设备发生漏电时，PE 线上就会有电流
通过，此时与其相连接的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金属外壳、基座等）即变为带电
部分。如果同时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则当任何电气设备发生非正常漏电时，PE
线上的漏电电流即同时通过漏电保护器，当漏电流值达到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
流值时，漏电保护器就会在其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内分闸断电，使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
部分（金属外壳、基座等）恢复不带电状态，从而防止可能发生的间接接触触电事故
（人体、牲畜与故障情况下变为带电体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的接触称为间接接触）。
上述分析表明，只有同时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统和二级漏电保护系统，才能有
效地形成完备、可靠的防间接接触触电保护系统，所以，TN-S 接零保护系统和二级
漏电保护系统是施工现场防间接接触触电不可或缺其一的二道防线。

二、现场供配电线路
（一）架空电线供电
1. 架空线必须设在专用电杆上，严禁架设在树木、脚手架上。
（1）电杆应采用混凝土杆或木杆，采用木杆时，其梢径应大于 130mm。
（2）采用钢管电杆时，钢管外径应不小于 100mm、壁厚应不小于 3mm。
（3）不得采用竹杆作电杆。
（4）电杆杆距应不大于 35m。
2. 架空线路应装设横担。
（1）横担长 1.8m。
（2）横担应设置绝缘子。
（3）线间距离不小于 300mm。
（4）低压多层横担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不小于 600mm、转角处不得小于 300mm。
3. 架空线必须采用绝缘导线，导线应分色：相线 L1 为黄色，L2 为绿色，L3 为红色，
工作零线 N 为蓝色，保护零线 PE 为绿 / 黄双色。
如果配线分色有困难，可在电杆靠近绝缘子处挂设 100×100mm 绝缘牌明示。
4. 架空电线导线截面的选择。
（1）相线截面根据计算的负荷按“载流量表”确定，N 线和 PE 线截面不小于相
线截面的 50％，单相线路的零线截面与相线截面相同。
（2）绝缘铝线截面不得小于 16mm2，绝缘铜线截面不得小于 10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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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架空线的相序排列。
（1）在同一横担架设时，面向负荷从左侧起为 L1.N、L2.L3.PE ；
（2）动力、照明线在两个横担上下分别架设时，上层横担 ：面向负荷从左侧起为
L1.L2.L3，下层横担 ：面向负荷从左侧起为 L1（L2.L3）、N、PE。
6. 导线的质量必须符合有关规定，禁止使用绝缘老化的导线，导线的绝缘破皮的
应进行包扎或更换。
7. 同电杆档内只允许不相邻的导线有一个接头。

（二）电缆供电
1. 电缆线路的电缆中必须包含全部工作芯线和用作保护零线的芯线，三相四线制
供电的电缆线路必须采用五芯电缆。不得采用四芯或三芯电缆外加一根电线代替五芯
或四芯电缆。
2. 施工现场电缆干线应采用埋地或架空敷设，严禁沿地面明设、随地拖拉或绑架
在脚手架上。
（1）电缆架空敷设
①采用电杆设置，并用绝缘子固定，严禁用金属裸线作绑线，橡皮电缆的最大弧
垂距地不得小于 4m。
②电缆架空敷设时可沿墙壁设置，并用绝缘子固定，严禁用金属裸线作绑线，电
缆的最大弧垂距地不得小于 2m。（见图 3-5）

图 3-5

沿墙敷设的电缆

（2）电缆直接埋地敷设
电缆在室外直接埋地敷设的，埋设深度不得小于 700mm，并在电缆的上、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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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铺设厚不小于 50mm 的细砂，然后覆盖硬质保护层。电缆接头应设在地面上的接
线盒内。（见图 3-6）

图 3-6

电缆线路埋地敷设

电缆穿越建筑物、穿越道路和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的，必须采取加设防护套管等
进过路保护的措施，套管的材质、规格、埋设深度应符合规定。
在建的高层建筑的临时配电电缆必须采用埋地引入，电缆垂直敷设的位置应充分
利用在建工程的竖井、垂直孔洞等，固定点每楼层不得少于一处。电缆水平敷设宜沿
墙或门口固定，最大弧垂距地面不得小于 1.8m。电缆垂直敷设后可每层或隔层设置
分配电箱。

三、变电、总配电装置
（一）变电装置
变压器的选择主要是指为施工现场用电提供电力的 10/0.4kV 级电力变压器形式
和容量的选择，选择的主要依据是现场总计算负荷。
施工现场的变电装置由供电部门设置，发现故障和安全隐患应立即停止用电并通
知供电部门。

（二）总配电装置
1. 总配电室应设置在靠近变电装置处，并设置在稍高的地点，周边道路畅通，周
围明沟排水，有防鼠措施，由现场电工专门管理。
2. 总配电室应达到三级防火要求，门应朝外开，室内应设置砂箱等绝缘灭火材料
和电气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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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配电室的高度不小于 3m。
4. 总配电室内应有照明，照明线路应安装在总开关前，还应装有应急照明灯。
5. 配电室内应有维修制度、禁令标志牌，室内不得堆放杂物、保持整洁，配电室
门应有锁、有明显警示标志，周围应整洁、卫生、道路畅通。
6. 总配电室的布置主要是指配电室内配电柜的空间排列，规则如下 ：
（1）配电柜正面的操作通道宽度，单列布置或双列背对背布置时不应小于 1.5m，
双列面对面布置时不应小于 2m。
（2）配电柜后面的维护通道宽度，单列布置或双列面对面布置时不应小于 0.8m，
双列背对背布置时不应小于 1.5m，个别地点有建筑结构突出的空地时，则此点通道
宽度可减少 0.2m。
（3）配电柜侧面的维护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1m。
（4）配电室内设值班室或检修室时，该室边缘距配电柜的水平距离应大于 1m 并
采取屏障隔离。
（5）配电室内的裸母线与地面通道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2.5m，小于 2.5m 时应采
用遮栏隔离，遮栏下面的通道高度不应小于 1.9m。
（6）配电室围栏上端与其正上方带电部分的净距不应小于 75mm。
（7）配电装置上端（含配电柜顶部与配电母线排）距天棚不应小于 0.5m。
（8）配电室经常保持整洁，无杂物。
7. 总配电柜（箱）内必须装设总隔离开关、总负荷开关和总漏电保护器，各出线
回路应装设回路隔离开关、回路负荷开关（见图 3-7），并进行回路编号并标明用途。
8. 总配电柜（箱）内也可以装设总隔离开关、总负荷开关，各出线回路应装设回
路隔离开关、回路负荷开关和回路漏电保护器（见图 3-8）。
9. 总配电柜（箱）内应按供电部门的要求装设电度表、电流表、电压表。
10. 施工现场自发电电源。
按照现行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规定，施工现场设置
的自备电源，即是指自备的 230/400V 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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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K

1DK

RCD

漏电断路器

PE 端子板

PE

2DK

HD 型隔离开关

HD 型隔离开关

HD 型隔离开关

1KK

2KK

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

N 端子板（绝缘）

N L1~L3
进线回路

①

②

出线回路

出线回路

DK、1DK、2DK―电源隔离开关；1KK、2KK―空气开关；RCD―漏电断路器。
图 3-7

小功率总配电箱接线

（b）

DK

1DK
HD 型隔离开关

HD 型隔离开关

2DK
HD 型隔离开关

KK

空气开关

PE 端子板

PE

N 端子板（绝缘）

RCD 漏电断路器

①

N L1~L3
进线回路

出线回路

RCD 漏电断路器

②
出线回路

DK、1DK、2DK―电源隔离开关；1KK、2KK―空气开关；RCD―漏电断路器。
图 3-8 总配电箱电器配置接线图

（1）施工现场设置自备电源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情况 ：
①正常施工用电时，由外电线路电源供电，自备电源仅作为外电线路电源停止供
电时的后备接续供电电源。
②正常施工用电时，无外电线路电源可供取用、自备电源即作为正常用电的电源。
（2）现场设置自备电源的规定 ：
①发电机组及其控制、配电、修理室等应分开设置，如现场条件有限，在保证电
气安全距离和满足防火要求情况下，也可合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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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发电机组的排烟管道必须伸出室外。发电机组及其控制、配电室内必须配置可
用于扑灭电气火灾的灭火器，严禁存放贮油桶。
③发电机组电源必须与外电线路电源连锁，严禁并列运行。
④发电机组应采用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和独立设置 TN-S
接零保护系统，发电机的工作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 4Ω。
⑤发电机供电系统应设置电源隔离开关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电器。电源隔离
开关分断时应有明显可见分断点。发电机控制屏应装设有相关参数测量仪表。
（3）发电机组并列运行时，必须装设同期装置，并在机组同步运行后再向负载供电。

（三）配电箱、开关箱
施工现场的配电箱是电源与用电设备之间的中枢环节，而开关箱是配电系统的末
端，是用电设备的直接控制装置，它们的设置和运用直接影响着施工现场的用电安全。
1. 分配电箱的进线端、出线端均必须设立隔离开关及负荷开关。
2. 开关箱内必须设立隔离开关及负荷开关（当用电设备容量小于 3kW 时可不用
负荷开关。）
3. 配电箱、开关箱不得采用木材等易燃材料制作，一般可采用厚度 1.2 ～ 2.0mm
的冷轧钢板制作。
4. 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应超过 30m ；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
水平距离不宜超过 3m。电箱周围应有足够二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方便的通道。
5. 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端正、牢固。固定式配电箱、开关箱的中心点与地面的
垂直距离应为 1.4 ～ 1.6m。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在坚固、稳定的支架上。其
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宜为 0.8 ～ 1.6m。
6. 每台用电设备应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开关箱内严禁用同一个开关电器控制二
台及二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即严格执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的规定。
7. 电箱内应设置铜质的保护零线端子板和工作零线端子板，工作零线端子板必须
与箱体绝缘。
8. 配电箱、开关箱的接线规定
（1）电箱的进、出线应在箱底进出，并分路成束、加 PVC 套管保护。
（2）电箱内的连接线应采用绝缘导线、排列整齐、不得有外露带电部分。
（3）保护零线（PE 线）应通过电箱内的保护零线端子板接线 ；工作零线（N 线）
应通过电箱内的工作零线端子板接线。
（4）电箱内的连接线应分色 ：相线 L1 为黄色、L2 为绿色、L3 为红色、工作零线
N 为蓝色、保护零线 PE 为绿 / 黄双色。
（5）配电箱、开关箱箱内应有“配电系统图”，标明电器元件参数及分路名称（见
图 3-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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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电箱电器配置接线图

开关箱电器配置接线图

以上分配电箱、开关箱图中 ：
① DK 为电源隔离开关，采用三极刀型开关（如 HD 型、HR 型刀开关），设于电
源进线端。
② RCD 为漏电断路器（具有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采用 3 级 4 线型产品。
③进线与出线均为 L1.L2.L3.N、PE。
④若 RCD 采用的是有透明壳的、有隔离功能的漏电断路器，可不设隔离开关
DK。
⑤如 PE 线重复接地，应在 PE 端子板做接地。
（6）配电箱、开关箱应编号，表明其名称、用途、维修电工姓名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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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配电箱、开关电的箱门应配锁，有防雨、防砸措施。
（8）配电箱、开关箱内不得放置杂物，包括不放置电工的工具和材料。
（9）所有配电箱、开关箱应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检查、维修，并做好记录。

（四）电气元器件
1. 设备容量大于 3kW 的动力电路必须采用自动开关电器或降压启动装置，不得
采用手动电器直接控制。
2. 各种电气元器件的参数额定值应与其控制用电设备的额定值相适应。
3. 隔离开关
（1）所有电箱内应在电源侧装设有可见明显断开点的隔离开关。
用作电源隔离开关的电器有 HD 系列刀开关（见表 3-1）、HR5 系列熔断器式开
关（见图 3-11）等。
HD 型手柄式刀开关规格及部分主要技术数据

表 3-1

型号

Ue（V）

Le（A）

极数

电动稳定峰值（kA）

热稳定有效值（kA）

HD11-100

380

100

1～3

15

6

HD11-200

380

200

1～3

20

10

HD11-400

380

400

1～3

30

20

HD11-600

380

600

1～3

45

25

HD11-1000

380

1000

1～3

50

30

HD 型单投刀开关

HD 型单投刀开关

HR 型熔断器式刀开关
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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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的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能力时，绝不可以带负荷拉闸或合闸，否则形成的
电弧不仅会烧毁隔离开关和其他邻近的电气设备，而且可能引起相间或对地弧光造成
事故。必须在负荷开关切断以后、才能拉开隔离开关 ；接通电路时应确认负荷开关分
断，才能先合上隔离开关后、再合上负荷开关。
4. 负荷开关（过载和短路保护）
当电气设备和线路因其负荷（电流）超过额定值而发生过载故障，或因其绝缘损
坏而发生短路故障时，就会因电流过大而烧毁绝缘，引起触电和电气火灾。
过载和短路故障使电气设备和线路不能正常使用，造成财产损失甚至使整个用电
系统瘫痪，严重影响正常施工，还可能引发触电伤害事故。所以对过载、短路故障的
危害必须采取有效的预防性保护措施。
预防过载、短路故障危害的有效技术措施就是在基本供配电系统中设置过载、短
路保护系统。
（1）过载、短路保护系统可通过在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中设置过载、短
路保护电器实现。这里需要指出，过载、短路保护系统必须按三级设置，即在总配电
箱、分配电箱、开关箱及其各分路中都要设置过载、短路保护电器，并且其过载、短
路保护动作参数应逐级合理选取，以实现三级配电的选择性配合。
用作过载、短路保护的电器主要有各种类型的断路器和熔断器。其中，断路器以
塑壳式断路器为宜 ；熔断器则应选用具有可靠灭弧分断功能的产品。
（2）施工现场配电箱（开关箱）所用的负荷开关（过载和短路保护）应采用空气
开关（或称自动开关）。
空气开关是一种自动切断线路故障用的负荷开关，可用在电路上作为短路、过载
和欠压保护作用（如 DZ 型），不能当作隔离开关使用。如采用透明塑料壳、可以明
显看见断开点的空气开关，就同时具备了隔离开关的功能。（见图 3-12）

图 3-12

采用透明塑料壳空气开关的总配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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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用空气开关作为负荷开关应计算选定脱扣器电流的整定值，以保证其过载
保护和短路保护可靠、有效。
5. 漏电保护器
（1）漏电保护器的设置位置
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中，漏电保护器的设置位置必须在供配电系统的总配电箱和
开关箱的首、末二级配电装置中。其中，总配电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可以设置于总路，
也可以设置于各分路。工地用电量大时，漏电保护器宜设置在总配电箱分路，但不必
在总路和各分路重叠设置。
（2）漏电保护器的动作参数
漏电保护器的动作参数应按实行分级、分段漏电保护原则和防止人体触电伤害
原则。
①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IΔ 应为 ：一般场所 IΔ ≤ 30mA，
潮湿与腐蚀介质场所 IΔ ≤ 15mA，而其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则均应为 TΔ ≤ 0.1s。
② 总 配 电 箱 中 的 漏 电 保 护 器， 其 额 定 漏 电 动 作 电 流 应 为 IΔ ＞ 30mA， 额 定 漏
电 动 作 时 间 应 为 TΔ ＞ 0.1s， 但 其 额 定 漏 电 动 作 电 流 与 额 定 漏 电 动 作 时 间 的 乘 积
IΔ·TΔ ≤ 30mA·s。
③当分配电箱中装设漏电保护器时，其额定动作电流不应小于末级配电箱剩余电
流保护值的 3 倍，分断时间不应大于 0.2s。
（3）漏电保护器的电源进线类别
漏电保护器的电源进线类别（相线或零线）必须与其进线端标记一对应，即 N 线
接入漏电保护器电源侧 N 端子，依次为 C（L3 红）、B（L2 绿）、A（L1 黄）相线，不
允许交叉混接，更不允许将 PE 线当作 N 线接入漏电保护器。
（4）漏电保护器的结构选型
漏电保护器在结构选型时，宜选用无辅助电源型（电磁式）产品，或选用辅助电
源故障时能自动断开的辅助电源型（电子式）产品。不能选用辅助电源故障时不能断
开的辅助电源型（电子式）产品。
漏电保护器极数和线数必须与负荷的相数和线数保持一致。
（5）漏电保护器的使用 ：漏电保护器必须与用电工程合理的接地（TT 系统）、接
零（TN）系统配合使用，才能形成完备、可靠的防（间接接触）触电保护系统。漏
电保护器在 TN-S 系统中的配合使用接线方式、方法如图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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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电保护器在 TN-S 系统中的配合使用接线方式、方法

（6）漏电保护器应装设在电源隔离开关的负荷侧。
（7）漏电保护器在安装后和使用前应行测试，投入运行后，定期（每月）进行，
雷雨季节应增加次数。
（8）漏电保护器的测试内容分两项 ：
①测试联锁机构的灵敏度，测试方法为按动漏电保护器的试验按钮三次，带负荷
分、合开关三次，均不应有误动作 ；
②测试特性参数，测试内容为漏电动作电流、漏电不动作电流和分断时间，其测
试方法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测试仪进行。
（9）施工现场使用的漏电保护装置经常为漏电断路器，漏电断路器既有漏电保护
功能、又有断路器的功能，如 DZL 型。
（10）如果选用透明壳的漏电断路器，可以兼有隔离开关功能、漏电保护功能、
断路器的功能。
6. 施工现场严禁使用淘汰电气元器件，严禁使用倒顺开关。

四、接地与防雷
（一）接地
接地是施工现场用电系统安全运行必须实施的基础性技术措施，是指设备的一部
分为形成导电通路与大地的连接。
在施工现场用电工程中有四种类型的接地，即 10/0.4kV 电力变压器二次侧中性
点和 230/400V 自备发电机组电源中性点要直接接地（工作接地）；PE 线要作重复接
地（功能性接地）；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要通过 PE 线接地（保护性接地）；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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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械和高架金属设施要作防雷接地 ；产生静电的设备要作防静电接地等。
电气设备的接地，通常的方法是将金属导体埋入地中，并通过金属导体与电气设
备作电气连接（金属性连接）。这种埋入地中直接与地接触的金属导体称为接地体，
而连接电气设备与接地体的金属导体称为接地线，接地体与接地线的连接组合体就称
为接地装置。
在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中，电气设备的接地可以充分利用自然接地体。自然接地体，
是指原已埋入地下并与大地有良好电气连接的金属结构体，例如埋入地下的钢筋混凝
土中的钢筋结构体、金属井管、金属水管、其他金属管道（燃、油气管道除外）等。
当无自然接地体可利用时，应敷设人工接地装置，人工接地装置的选材及敷设规
则应符合以下要求 ：
（1）人工接地装置的选材
人工垂直接地体宜采用热浸镀锌圆钢、角钢、钢管，长度宜为 2.5m，人工水平
接地体宜采用热浸镀锌的扁钢或圆钢，圆钢直径不应小于 12mm ；扁钢、角钢截面不
应小于 90mm2，其厚度不应小于 3mm ；钢管壁厚不应小于 2mm。人工接地体不得采
用螺纹钢筋。
（2）人工接地装置的敷设规则
①人工垂直接地体的埋设间距不宜小于 5m。
②人工接地装置的敷设（以接地体垂直敷设为例）应符合下图 3-14 所示 ：

图 3-14

接地装置设计简图

③接地装置的焊接应采用搭接焊接，搭接长度和施焊要求如下 ：
A. 扁钢与扁钢搭接为其宽度的 2 倍，不少于三面施焊 ；
B. 圆钢与圆钢搭接为其直径的 6 倍，双面施焊 ；
C. 圆钢与扁钢搭接为圆钢直径的 6 倍，双面施焊 ；
D. 扁钢与钢管、扁钢与角钢，焊接，应紧贴 3/4 钢管表面或角钢外侧两面，上下
两侧施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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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焊接部位应做防腐处理，埋设在混凝土中的焊接接头除外。
（3）施工现场对接地极的要求
①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的零线）或第一级漏电保护器电源侧的零线引出的保护
零线处的接地极，其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 4Ω。
②施工现场的重复接地，每一处重复接地极的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 10Ω。
③施工现场的防雷接地一般均与重复接地合并为一个系统，其接地电阻值应不大
于 10Ω。
④接地装置的接地线应采用二根以上导体，在不同点与接地体作电气连接。

（二）防雷保护
施工现场的防雷主要是防直击雷，对于施工现场专设的临时变压器还要考虑防感
应雷的问题。
处理施工现场的防雷问题，首先要确定防雷部位，继而设置合理的防雷装置。
1. 雷击
雷击是一种大气放电现象。如果雷云较低，周围又没有带异性电荷的雷云，就会
在地面凸出物上感应出异性电荷，两者空隙间产生了巨大电场，当电场达到一定强度，
间隙内空气剧烈游离，造成雷云与地面凸出物之间放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雷击。
雷击可产生数百万伏的冲击电压，主放电时间极短，约为 50 ～ 100ms，其电流
极大可达数十万安培，能对施工现场的建（构）筑物、机械设备、电气和脚手架等高
架设施以及人身造成严重的伤害，造成大规模的停电、短路及火灾等事故。
雷电可分为直击雷、感应雷、雷电波入侵以及球形雷等形式，雷电的危害可以分
为直接在建筑物或其他物体上发生的热效应和电动力作用以及雷云产生的静电感应作
用、雷电流产生的电磁感应作用等。
雷电是一种破坏力、危害性极大的自然现象，要想消除它一般是不可能的，但消
除其危害却是可能的。即可通过设置一种装置，人为控制和限制雷电发生的位置，并
将雷电能量顺利导入大地，使其不至危害到需要保护的人、设备或设施，这种装置称
作防雷装置或避雷装置，防直击雷装置一般由接闪器（避雷针、线、带等）及防雷引
下线、接地体等组成。
设置防直击雷装置时必须保证其各组成部分间及与大地间有良好的电气连接，并
且其接地电阻值至少应满足冲击接地电阻值不大于 30Ω 的要求。如果安装防雷装置
的设备或设施上有用电设备，则该设备开关箱中的 PE 端子板应与其防雷接地体连接，
此时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 PE 线重复接地电阻值的要求，即不大于 10Ω。
2. 防雷部位
施工现场需要考虑防直击雷的部位主要是塔式起重机、物料提升机、外用电梯等
高大机械设备及钢脚手架、在建工程金属结构等高架设施 ；防感应雷的部位则是现场
变电所、配电室的进、出线处。
在考虑防直击雷的部位时，首先应考察其是否在邻近建筑物或设施防直击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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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雷保护范围以内。如果在保护范围以内，则可不另设防直击雷装置 ；如果在保护
范围以外，则还应按防雷部位设备高度与当地雷电活动规律综合确定安装防雷装置。
具体地说，这种综合确定需要安装防雷装置的条件见下表 3-2。
表 3-2

施工现场内机械设备及高架设施需安装防雷装置的规定

地区年平均雷暴日（d）

机械设备高度（m）

≤ 15

≥ 50

＞ 15，＜ 40

≥ 32

≥ 40，＜ 90

≥ 20

≥ 90 及雷害特别严重地区

≥ 12

雷暴日数，就是在一年内该地区发生雷暴的天数，用以表示雷电活动频繁程度。
全国主要城镇年平均雷暴日数见现行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附录 A 或项目设计单位提供的资料。
3. 防雷装置的构成及制作要求
施工现场的防雷装置一般由避雷针、接地线和接地体 3 部分组成。
（1）避雷针
避雷针装在高出建筑物的井架、人货电梯、钢脚手架等的顶端。机械设备上的避
雷针（接闪器）长度应当为 1 ～ 2m。塔式起重机可不另设避雷针（接闪器）。安装避
雷针（接闪器）的机械设备，所有固定的动力、控制、照明、信号及通信线路，宜采
用钢管敷设。钢管与该机械设备的金属结构体应做电气连接。机械设备或设施的防雷
引下线可利用该设备或设施的金属结构体，但应保证电气连接，并经常进行检查。
如果最高机械设备上的避雷针，其保护范围按照 60o 计算能够保护其他设备，且
最后退出现场，其他设备可以不设置避雷装置。
（2）接地线
接地线也称引下线，可用截面积不小于 100mm2 的镀锌扁钢，或者用直径不小于
Φ8 的圆钢，也可以利用该设备的金属结构体，但应当保证电气连接。
（3）接地体
不得采用铝导体做接地体或地下接地线。接地可利用自然接地体，但应保证其电
气连接和热稳定。防雷装置的避雷针、接地线和接地体必须焊接。
4. 做防雷接地机械上的电气设备，所连接的 PE 线必须同时做重复接地，同一台
机械电气设备的重复接地和机械的防雷接地可共用同一接地体，但接地电阻应符合重
复接地电阻值的要求。
5. 施工现场内所有防雷装置的冲击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 30Ω。
6. 闪电打雷的时候禁止连接导线，停止露天焊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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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雷保护范围
施工现场应按照“滚球法”确定单支避雷针（接闪器）的保护范围，以确定现场
是否应设置防雷保护装置。（见图 3-15）

图 3-15

单支避雷针的保护范围（h ≤ hr）

五、用电设备
用电设备是配电系统的终端设备，施工现场的用电设备基本上可分为 3 大类，即
电动建筑机械、手持式电动工具和照明灯具等。
施工现场用电设备的选择和使用不仅应满足施工作业、现场办公和生活需要，而
且更重要的是要适应施工现场的环境条件，确保其运行安全，防止各种电气伤害事故。
通常，施工现场的环境条件按触电危险程度来考虑，可划分为一般场所、危险场所和
高度危险场所。
1. 一般场所
相对湿度≤ 75％的干燥场所 ；无导电粉尘场所 ；气温不高于 30℃场所 ；有不导
电地板（干燥木地板、塑料地板、沥青地板等）场所等均属于一般场所。
2. 危险场所
相对湿度长期处于 75％以上的潮湿场所 ；露天并且能遭受雨、雪侵袭的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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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高于 30℃的炎热场所；有导电粉尘场所；有导电泥、混凝土或金属结构地板场所；
施工中常处于水湿润的场所等均属于危险场所。
3. 高度危险场所
相对湿度接近 100％场所 ；蒸汽环境场所 ；有活性化学媒质放出腐蚀性气体或液
体场所 ；具有两个及以上危险场所特征（如导电地板和高温，或导电地板和有导电粉
尘）场所等均属于高度危险场所。

（一）电动建筑机械的选择和使用
电动建筑机械包括 ：起重运输机械、桩工机械、夯土机械、焊接机械、混凝土机
械、钢筋机械、木工机械以及盾构机械等。
1. 电动建筑机械的选择
电动建筑机械的选择主要应符合以下要求 ：
（1）电动建筑机械及其安全装置应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为合格产品。
（2）电动建筑机械配套的开关箱应有完备的电源隔离以及过载、短路、漏电保护
功能。
（3）搁置已久或受损的电动建筑机械，应对其进行检查或维修，特别是要对其安
全装置和绝缘进行检测，达到完好、合格后方可重新使用。
2. 电动建筑机械的使用
（1）起重机械的使用
起重机械主要指塔式起重机、外用电梯、物料提升机及其他垂直运输机械（包括
桩工机械）。起重机械使用的主要电气安全问题是防雷、运行位置控制、外电防护、
电磁感应防护等。为此，应遵守以下规则 ：
①塔式起重机、外用电梯、物料提升机、滑升模板的金属操作平台及附着升降脚
手架的金属结构件应作防雷接地 ；同时其开关箱中的 PE 线应通过箱中的 PE 端子板
作重复接地。两种接地可共用一组接地体（如机体钢筋混凝土基础上已作等电位焊接
的钢筋结构接地体），但接地线及其与接地体的连接点应各自独立。
塔式起重机、外用电梯、滑升模板的金属操作平台及爬模、附着升降脚手架的接
地电阻不得大于 4 欧，其他设备防雷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10 欧。
轨道式塔式起重机的防雷接地可借助于机轮和轨道与接地装置连接，但应附加以
下措施 ：
A. 轨道两端各设一组接地装置 ；
B. 轨道接头处作电气连接，两条轨道端部做环形电气连接 ；
C. 轨道较长时每隔不大于 30m 加装一组接地装置。
②塔式起重机运行时严禁越过无防护设施的外电架空线路作业，并应按规范规定
与外电架空线路或其防护设施保持安全距离。
③塔式起重机夜间工作时应设置正对工作面的投光灯 ；塔身高于 30m 的塔式起
重机应在塔顶和臂架端部设红色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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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轨道式塔式起重机的电缆不得拖地行走。
⑤塔式起重机在强电磁波源附近工作时，地面操作人员与塔式起重机及其吊物之
间应采取绝缘隔离防护措施。
⑥外用电梯通常属于客、货两用电梯，应有完备的驱动、制动、行程、限位、紧
急停止控制，每日工作前必须进行空载检查。
⑦物料提升机是只许运送物料，不允许载人的垂直运输机械，应有完备的驱动、
制动、行程、限位、紧急停止控制，每日工作前必须进行空载检查。
（2）桩工机械的使用
桩工机械主要有潜水式钻孔机、潜水电机等。桩工机械是一种与水密切接触的机
械，因此其使用的主要电气安全问题是防止水和潮湿引起的漏电危害。为此应做到 ：
①电机负荷线应采用防水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电缆护套不得有裂纹和破损。
②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设置应符合潮湿场所漏电保护的要求。
（3）夯土机械的使用
夯土机械是一种移动式、振动式机械，工作场所较潮湿，所以其使用的主要电气
安全问题是防止潮湿、振动、机械损伤引起的漏电危害。为此应做到 ：
①夯土机械的金属外壳与 PE 线的连接点不得少于二处 ；其漏电保护必须适应潮
湿场所的要求。
②夯土机械的负荷线应采用耐气候型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
③夯土机械的操作扶手必须绝缘，使用时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防护用品，使用
过程中电缆应有专人调整，严禁缠绕、扭结和被夯土机械跨越，电缆长度不应大于
50m。
④多台夯土机械并列工作时，其间距不得小于 5m ；前后工作时，其间距不得小
于 10m。
（4）木工机械的使用
木工机械主要是指电锯、电刨等木料加工机械。木工机械使用的主要电气安全问
题是防止因机械损伤和漏电引起触电和电气火灾。因此，木工机械及其负荷线周围必
须及时清理木削等杂物，使其免受机械损伤。其漏电保护可按一般场所要求设置。
（5）焊接机械的使用
电焊机械属于露天半移动、半固定式用电设备。各种电焊机基本上都是靠电弧、
高温工作的，所以防止电弧、高温引燃易燃易爆物是其使用应注意的首要问题。
其次，电焊机空载时其二次侧具有 50 ～ 70V 的空载电压，已超出安全电压范围，
所以其二次侧防触电成为其安全使用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第三，电焊机常常在钢筋网间露天作业，所以还需注意其一次侧防触电问题。为
此，其安全使用要求可综合归纳如下 ：
①电焊机械应放置在防雨、干燥和通风良好的地方。
②电焊机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必须采用额定漏电动作参数符合规定
（30mA·0.1s）的二极二线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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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电焊机还应配装防二次侧触电保护器。
③电焊机的电源线应采用耐气候型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长度不应大于 5m，电
源进线处必须设置防护罩，进线端不得裸露。
④电焊机的二次线应采用防水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电缆导线截面应满足焊接电
流的要求，电缆长度不应大于 30m，不得跨越道路 ；电缆护套不得破裂，其接头必须
作绝缘、防水包扎，不应有裸露带电部分 ；不得采用金属构件或结构钢筋代替二次线
的地线。
⑤电焊机的冷却风扇及电焊机内部应经常检查、清理、维修，防止可能产生的散
热不良。
⑥使用电焊机械焊接时必须穿戴防护用品。严禁露天冒雨从事电焊作业。
（6）混凝土机械的使用
混凝土机械主要是指混凝土搅拌机、插入式振动器、平板振动器、地面抹光机、
水磨石机等。混凝土机械使用的主要电气安全问题是防止电源进线机械损伤引起的触
电危害和停电检修时误启动引起的机械伤害。因此混凝土机械的电源线（来自开关箱）
不能过长，不得拖地，不得缠绕在金属物件上，严禁用金属裸线绑扎固定 ；当对其进
行清理、检查、维修时必须首先将其开关箱分闸断电，呈现可见电源分断点，并关门
上锁。
（7）钢筋机械的使用
钢筋机械主要是指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等钢筋加工机械。钢筋机械使用的主
要电气安全问题是防止因设备及其负荷线的机械损伤和受潮漏电引起的触电伤害。因
此，钢筋机械在使用过程中应能避免雨雪和地面流水的侵害，应及时清除其周边的钢
筋废料。

（二）手持式电动工具的选择和使用
施工现场使用的手持式电动工具主要指电钻、冲击钻、电锤、射钉枪及手持式电
锯、电刨、切割机、砂轮等。
手持式电动工具按其绝缘和防触电性能进行分类，共分为Ⅰ类工具、Ⅱ类工具、
Ⅲ类工具。
Ⅰ类工具是指具有金属外壳、采用普通单重绝缘的工具。
Ⅱ类工具是指具有塑料外壳、采用双重绝缘或金属外壳、加强绝缘的工具。
Ⅲ类工具是指采用安全电压（例如 36V、24V、12V、6V 等）供电的工具。
各类工具因其绝缘结构和供电电压不同，所以其防触电性能也各不相同，因此其
选择和使用必须与环境条件相适应。
1.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选择
（1）一般场所（空气湿度小于 75％）可选用Ⅰ类或Ⅱ类工具。
（2）在潮湿场所或金属构架上操作时，必须选用Ⅱ类或由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
Ⅲ类工具，严禁使用Ⅰ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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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狭窄场所（锅炉、金属容器、地沟、管道内等）作业时，必须选用由安全
隔离变压器供电的Ⅲ类工具。
2.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使用
（1）Ⅰ类工具的防触电保护主要依赖于其金属外壳接地和在其开关箱中装设漏电
保护器，所以其外壳与 PE 线的连接点（不应少于 2 处）必须可靠 ；而且其开关箱中
的漏电保护器应按潮湿场所对漏电保护的要求配置 ；其负荷线应采用耐气候型橡皮护
套铜芯软电缆，并且不得有接头，负荷线插头应具有专用接地保护触头。
（2）Ⅱ类工具的防触电保护可依赖于其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但使用金属外壳Ⅱ
类工具时，其金属外壳可与 PE 线相连接，并设漏电保护。Ⅱ类工具的负荷线应采用
耐气候型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并且不得有接头。
（3）Ⅲ类工具的防触电保护主要依赖于安全隔离变压器，由安全电压供电。在狭
窄场所使用Ⅲ类工具时，其开关箱和安全隔离变压器应设置在场所外面，并连接 PE 线，
使用过程中应有人在外面监护。Ⅲ类工具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应按潮湿场所对漏电
保护的要求配置，其负荷线应采用耐气候型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并且不得有接头。
（4）在潮湿场所、金属构架上使用Ⅱ、Ⅲ类工具时，其开关箱和控制箱也应设在
作业场所外面。
（5）狭窄场所必须选用由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Ⅲ类手持式电动工具，其开关箱
和安全隔离变压器均应设置在狭窄场所外面，PE 线的连接点（不应少于 2 处）必须
可靠。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IΔ 应为 ：IΔ ≤ 15mA，而其额定漏
电动作时间则均应为 TΔ ≤ 0.1s。操作过程中，应有人在外面监护。
（6）各类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外壳、手柄、插头、开关、负荷线等必须完好无损，
其绝缘电阻应为 ：Ⅰ类工具≥ 2MΩ ；Ⅱ类工具≥ 7MΩ ；Ⅲ类工具≥ 1MΩ。
（7）手持式电动工具使用时，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防护用品。

（三）照明灯具的选择和使用
1. 照明灯具设置的一般规定
（1）在坑、洞、井内作业、夜间施工或厂房、道路、仓库、办公室、食堂、宿舍、
料具堆放场及自然采光差等场所，应设一般照明、局部照明或混合照明。
（2）在一个工作场所内，不得只设局部照明。
（3）停电后，操作人员需及时撤离的施工现场，必须装设自备电源的应急照明。
（4）现场照明应采用高光效、长寿命的照明光源，例如 LED 光源。对需大面积
照明的场所，也可采用高压汞灯、高压钠灯或混光用的卤钨灯等。
（5）对于夜间影响行人和车辆安全通行的在建工程，如开挖的沟、槽、孔洞等，
应在其邻边设置醒目的红色警戒照明。
（6）对于夜间可能影响飞机及其他飞行器安全通行的高大机械设备或设施，如塔
式起重机、外用电梯等，应在其顶端设置醒目的警戒照明。警戒照明宜设置不受停电
影响的自备电源长寿命 LED 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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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需要设置不受停电影响的保安照明。
2. 照明灯具的选择
（1）照明灯具型式的选择
①正常湿度（相对湿度≤ 75％）的一般场所，可选用普通开启式照明灯具。
②潮湿或特别潮湿（相对湿度＞ 75％）场所，属于触电危险场所，必须选用密
闭型防水照灯具或配有防水灯头的开启式照明灯具。
③含有大量尘埃但无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场所属于一般场所，必须选用防尘型照明
灯具，以防尘埃影响照明灯具安全发光。
④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场所，按危险场所等级选用防爆型照明灯具，详见现行国
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⑤存在较强振动的场所，必须选用防振型照明灯具。
⑥有酸碱等强腐蚀介质场所，必须选用耐酸碱型照明灯具。
⑦照明器具和器材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不得使用绝缘
老化或破损的器具和器材。
（2）照明供电的选择
①无自然采光的地下大空间施工场所，应编制单项照明用电方案。
一般场所，照明供电电压宜为 220V，即可选用额定电压为 220V 的照明灯具。
②隧道、人防工程、高温、有导电灰尘、比较潮湿或灯具离地面高度低于规定 2.5m
等较易触电的场所，照明电源电压不应大于 36V。
③潮湿和易于触及带电体的触电危险场所，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 24V。
④特别潮湿、导电良好的地面、锅炉或金属容器等触电高度危险场所，照明电源
电压不得大于 12V。
⑤行灯电压不得大于 36V。
⑥远离电源的小面积工作场地、道路照明、警卫照明或额定电压为 12 ～ 36V 照
明的场所，其电压允许偏移值为额定电压值的 -10 ～ 5％ ；其余场所电压允许偏移值
为额定电压值的 ±5％。
⑦照明变压器必须使用双绕组型安全隔离变压器，严禁使用自耦变压器。
⑧照明系统宜使三相负荷平衡，其中每一单相回路上，灯具和插座数量不宜超过
25 个，负荷电流不宜超过 15A。
⑨工作零线截面应按下列规定选择
A. 单相二线及二相二线线路中，零线截面与相线截面相同 ；
B. 三相四线制线路中，当照明灯具为白炽灯时，零线截面不小于相线截面的
50％ ；当照明灯具为气体放电灯时，零线截面按最大负载相的电流选择 ；
C. 在逐相切断的三相照明电路中，零线截面与最大负载相相线截面相同。
（3）照明灯具的使用
①照明灯具的安装
A. 安装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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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220V 灯具室外不低于 3m，室内不低于 2.5m ；碘钨灯及其他金属卤化物灯
安装高度宜在 3m 以上。灯线应固定在接线柱上，不得靠近灯具表面。
B. 安装接线
螺口灯头的中心触头应与相线连接，螺口应与零线（N）连接 ；碘钨灯及其他金
属卤化物灯的灯线应固定在专用接线柱上，不得靠近灯具表面 ；灯具的内接线必须牢
固，外接线必须做可靠的防水绝缘包扎，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须与 PE 线相连接。
C. 对易燃易爆物的防护距离
普通灯具不宜小于 300mm ；聚光灯及碘钨灯等高热灯具不宜小于 500mm，且不
得直接照射易燃物。达不到防护距离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D. 荧光灯管的安装
应采用管座固定或吊链悬挂方式安装，其配套电磁镇流器不得安装在易燃结构物上。
E. 投光灯的安装
底座应牢固安装在非燃性稳定的结构物上。
②照明灯具的控制与保护 ：
A. 任何灯具必须经照明开关箱配电与控制，配置完整的电源隔离、过载与短路
保护及漏电保护。
B. 路灯的每个灯具应单独装设熔断器保护。灯头线应做防水弯。
C. 灯具的相线必须经开关控制，不得直接引入灯具。拉线开关距地面高度为
2 ～ 3m，与出入口的水平距离为 0.15 ～ 0.2m，拉线的出口向下 ；其他开关距地面高
度为 1.3m，与出入口的水平距离为 0.15 ～ 0.2m。
D. 暂设工程的照明灯具宜采用拉线开关控制，其安装高度为距地 2 ～ 3m。宿舍
区禁止设置床头开关。

六、外电防护
外电防护是对外电线路的防护，外电线路是指不为施工现场专用的、原来已经存
在的高压或低压配电线路。外电线路一般为架空线路，有的施工现场也会遇到地下外
电电缆。
1. 由于外电线路位置已经固定，所以施工过程中必须与外电线路保持一定安全距
离，当因受现场作业条件限制达不到安全距离时，必须采取屏护措施，防止发生因碰
触造成的触电事故。
外电防护措施应在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临时用电专项方案）中确定。
2. 在建工程（含脚手架具）的外侧边缘与外电架空线路之间必须保持安全操作距
离。最小安全操作距离不应小于下表 3-3 所列数值 ：
在建工程（含脚手架具）的外侧边缘与外电架空线路之间最小安全操作距离
最小安全操作距离（m）

4.0

6.0

8.0

10

表 3-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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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现场的机动车道与外电架空线路交叉时，架空线路的最低点与路面的垂直
距离应不小于下表 2-4 所列数值 ：
架空线路的最低点与路面的垂直距离

表 3-4

外电线路电压等级（kV）

＜1

1 ～ 10

35

最小垂直距离（m）

6.0

7.0

7.0

4. 对达不到以上表中规定的最小距离时，必须编制外电线路防护方案，采取防护
措施，增设屏障、遮拦、围栏或保护网，并悬挂醒目的警告标志牌。对外电线路防护
可通过采用木、竹或其他绝缘材料增设屏障、遮栏、围栏、保护网等防护设施与外电
线路实现强制性绝缘隔离。防护设施应坚固稳定，能防止直径为 2.5mm 的固体异物
穿越，并须在防护隔离处悬挂醒目的警告标志牌。架设安全防护设施须与有部门沟通
由专业人员架设，架设时应有监护人和保安措施。
5. 外电线路与遮拦、屏障等防护设施之间的安全距离小于下表 3-5 所列数值时，
必须会同有关部门予以解决，采取迁移外电线路或改变工程位置等措施，否则不得强
行施工。
外电线路与遮拦、屏障等防护设施之间的安全距离

表 3-5

电压（kV）

＜1

10

35

110

220

沿水平方向（m）

1.5

2.0

3.5

4.0

6.0

沿垂直方向（m）

1.5

3.0

4.0

5.0

6.0

6. 脚手架的上、下斜道，严禁搭设在有外电线路的一侧，确保上、下脚手架的安全。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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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应实行规范化管理。规范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建立和实行
用电组织设计制度 ；建立和实行电工及用电人员管理制度 ；建立和实行安全技术档案
管理制度。

一、临时用电系统的验收
1. 临时用电系统安装完成后应组织验收。
临时用电系统的验收由临时用电专项设计的编制人、审核人或批准人、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专职安全员、现场电工等组成。
2. 临时用电是分步实施的，验收工作也应分步进行。
3. 验收工作应填写书面验收资料，分项填写量化的验收内容，明确验收结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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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参加验收的人员签字。

二、临时用电安全运行管理
1. 制订和执行现场用电安全管理规定
（1）现场应制定用电纪律，明确奖惩规定。
（2）建立现场用电定期检查制度，做到施工现场每月检查一次、企业安全部门每
季度检查一次。对检查、检测中发现的不安全因素必须及时处理并履行复查、验收手续。
2. 加强现场电工的管理
（1）施工现场的建筑电工必须持证上岗，安排有电工当班，电工遵守维修制度，
相关位置有禁令标志牌，停（送）电必须有专人负责。
（2）现场电工按规定定期检查（复测）相关内容及日常巡视，并均有书面纪录。
（3）现场电工应配备现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等安全技
术规范。
3. 施工现场配备电气检测仪表
（1）施工现场必须配备齐全安全用电管理的电工仪表，如万用电表、接地摇表（欧
姆表）、绝缘摇表（兆欧表）、钳多量程型电流表（覆盖施工现场最大、最小负荷电流
的多量程）、漏电保护器测试仪等。
（2）建立电工仪表清单册，并保证使用的电工检测仪表在有效检测期内。
4. 加强现场用电人员的管理
用电人员是指施工现场操作用电设备的人员，如各种电动建筑机械和手持式电动
工具的操作者和使用者。
各类用电人员必须通过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掌握安全用电基本知识，熟悉
所用设备性能和操作技术，掌握劳动保护方法，并且考核合格。
（1）使用电气设备前必须按规定穿戴和配备好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并应检查电
气装置和保护设施，严禁设备带“缺陷”运转 ；
（2）保管和维护所用设备，发现问题及时报告解决 ；
（3）暂时停用设备的开关箱必须分断电源隔离开关，并应关门上锁 ；
（4）移动电气设备时，必须经电工切断电源并做妥善处理后进行。

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档案
1.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必须建立安全技术档案，档案内容应包括 ：
（1）施工临时用电组织设计（临时用电专项方案）。
（2）修改的施工临时用电组织设计（临时用电专项方案）资料。
（3）施工临时用电安全技术交底资料，与分包单位签订的临时用电安全协议。
（4）临时用电系统所用材料、器材、元器件的产品资料复印件及进场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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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气设备的试验、检验凭单和调试记录。
（6）接地电阻、绝缘电阻测定记录。
（7）临时用电系统验收资料。
（8）电工定期检（复）查记录、巡视记录、维修记录。
（9）现场建筑电工上岗证的复印件。
2. 施工临时用电档案应有专人负责（可明确由现场专职安全员或现场电工负责），
各项验收、检查、测试、维修表格（记录）内容应齐全、真实，填写应详细，数据应量化。

第四节

施工现场触电急救

一、人体电阻与触电
一般人体的电阻分为皮肤的电阻和内部组织的电阻两部分，干燥环境中，人体电
阻大约在 2kΩ 左右 ；皮肤出汗时，约为 lkΩ 左右 ；皮肤有伤口时，约为 800Ω 左右。
人体触电时，皮肤与带电体的接触面积越大，人体电阻越小。人体电阻不是一个
固定的数值。当接触电压在 100 ～ 300V 时，人体的电阻值大约为 100 ～ 1500Ω ；当
表皮受损暴露出真皮时，人体内因布满了输送盐溶液的血管而有很低的电阻。一般
认为，接触到真皮里，一只手臂或一条腿的电阻大约为 500Ω。某些电阻值较低的人
不慎触电皮肤也碰破，其可能致命的危险电压为 40 ～ 50V。对大多数人来说，触及
100 ～ 300V 的电压就有生命危险。
标准规定，常用的安全电压为 36V，安全电流为 10mA。如果人体的电阻按 1kΩ
计算，安全电压 36V 除以 11kΩ ＝ 36mA，这样的电流通过人体也是很危险的。
一般人体承受 50V 的电压时，人的皮肤角质外层绝缘就会出现缓慢破坏的现象，
几秒钟后接触点即生水泡，从而破坏了干燥皮肤的绝缘性能，使人体的电阻值降低。
电压越高电阻值降低越快。另外人体出汗、身体有损伤、环境潮湿、接触带有能导电
的化学物质、精神状态不良等情况都会使皮肤的电阻值显著下降。

二、触电急救
1. 触电的种类
触电是指较强电流从人体流过。其种类有：直接触电、间接触电、感应电压电击、
雷电电击、残余电荷电击、静电电击等。
（1）直接触电
直接触电指电气设备在安全正常的运行条件下，人体的任何部位触及带电体（包
括中性导体）所造成的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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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接触电
间接触电指电气设备在故障情况下（如绝缘损坏或失效），人体的任何部位接触
设备的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所造成的触电。间接接触有跨步电压、
接触电压触电。
（3）感应电压电击
雷电设备由于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作用，将会在附近的停电设备上感应出一定电
位，从而发生电击触电。
（4）雷电电击
雷电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电荷放电现象，如果人体正处于或靠近雷电放电的途径，
可能遭受到雷电电击。
（5）残余电荷电击
由于电气设备的电容效应，使之在刚断开电源后尚保留一定的残余电荷，当人体
接触时，就会通过人体而放电，形成电击。
（6）静电电击
由于物体在空气中经摩擦而带有静电荷，静电荷大量积累形成高电势，一旦放电
也会对人身造成危害。
此外，在高压电网中，当人体与带电体之间空气间隙小于最小安全距离时，虽然
没有和带电体接触，也有可能发生触电事故。这是因为空气间隙的绝缘强度是有一定
限定的，当绝缘强度小于电场强度时，空气将被击穿，此时人体常为电弧电流所伤害。
因此，在安全规程中对于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都规定了最小允许安全距离。
2. 触电的伤害
人体触电后，通过心脏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电流强度越大、触电时间越长，所造成
的伤害就越严重。
触电的伤害有电击和电伤两种。
（1）电击对人体所引起的伤害以心脏为最要害部位。由于电流刺激人体心脏，引
起心室的纤维颤动、停搏和电流引起呼吸中枢神经麻痹，导致呼吸停止而造成死亡。
（2）电流的化学效应会造成电烙印和皮肤炭化 ；电流热效应则会造成电灼伤 ；电
磁场能量也会由于辐射作用造成头晕、乏力和神经衰弱等不适症状。
3. 影响触电人员伤害程度的有关因素
（1）电流强度的影响
通常，按不同的电流对人体引起的不同反应，把触电电流分为以下四种。
①感知电流 ：能引起人的感觉的最小电流称为感知电流，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机体
其值亦不同。感知电流还和电流的频率有关，随着频率的增加，感知电流的数值将相
应地增加，感知电流对人没有任何生理、病理反应。成年男性的平均感知电流 1.1mmA，
成年女性平均感知电流 0.7mmA。
②反应电流 ：引起意外的不自主反应的最小电流称为反应电流。反应电流通常对
人没有有害的病理、生理反应，但很可能导致高空摔跌或其他的意外。因此，反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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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很可能会给工作人员带来危险，而感知电流则不会造成什么后果。
③摆脱电流 ：人触电后，在不需要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能自主摆脱电源的最小
电流习惯称为摆脱电流，也就是人触电后能自主摆脱电源的最大电流。正常人在摆脱
电源所需的时间内，反复经受摆脱电流，不会有严重的不良后果。从安全角度考虑，
规定正常男子的允许摆脱电流为 9mA，正常女子为 6mA。
④心室纤颤电流（致命电流）：触电后，引起心室纤颤概率大于 5％的极限电流
称为心室纤颤电流。实验证明，引起心室纤颤电流一般是 50mmA，时间越长，能量
累集增加，引起心室纤颤电流越小。
（2）电流持续时间的影响
电流通过人体的时间越长，人体电阻会逐渐降低，导致触电电流进一步增加，从
而增加了触电的危险性。同时，电流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心室颤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
人的心脏每收缩、扩张一次，中间有约 0.1s 的间隙时间，此时间内心脏对电流最敏感。
4. 触电急救
人触电以后，会出现精神麻痹、心脏停止跳动、呼吸中断、昏迷等假死状态，只
要使触电者尽快脱离电源，采取正确的急救措施，坚持进行急救，多数触电者是可以
救活的。切不可以认为呼吸、心跳停止就没有救活的可能而置之不救，从而错过最佳
救治时机。
触电急救的基本原则是 ：应在现场对症地采取积极措施，保护触电者生命，并使
其减轻伤情，减少痛苦。具体说就是应遵循“迅速”
（脱离电源）、
“就地”
（进行救护）、
“准
确”（姿势）、“坚持”（抢救）的八字原则。同时应根据伤情需要，迅速联系医疗部门
救治，尤其是对于触电后果严重的伤员，急救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动作要迅速，操作要
正确，任何迟疑拖延和操作错误都会导致触电者伤情加重或造成死亡。此外，急救过
程中要认真观察触电者的全身情况，以防止伤情恶化。
（1）正确脱离电源
人触电以后，由于痉挛或失去知觉紧抓带电体不能自觉脱离电源，所以救治时应
使其尽快脱离电源，越快越好，解脱电源应迅速、正确。（见图 3-16）
①就近拉断开关，取下保险。
②如附近无开关，可用绝缘工具砍断电线或者挑开电线使触电者伤员脱离电源。
③在潮湿环境，首先必须保证施救者和周边人员安全后再进行施救。
④在水中触电者，施救者只能在岸上干燥处切断电源，并保证电线电源端切忌再
入水，确认水中无电后才能进行救助。
⑤高处或者电杆上有人触电应争取时间尽早抢救，施救人员应随身携带必要的工
具和牢固的绳索，并紧急召集帮手急救人员协助。
A. 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确保不致坠落，尽量在适当地方躺平，让触电者呼吸道
畅通。
B. 触电者意识丧失应在十秒内用看、听、试的方法判定伤员呼吸心跳情况，对症
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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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取必要措施后应及早把伤员送到地面继续救治。
⑥如是高压触电，应立即通知供电部门停电处理。

防 止
挑开电线
伤旁人
图 3-16

触电人
高空摔跌

解脱电源的方法示例

（2）对症急救
①触电者伤势不重，神志清醒，但心慌，四肢发麻，无力；或触电中曾一度昏迷，
但已醒来，应使触电者安静休息，严密观察，并请医生诊治。
②触电者伤势较重，失去知觉，但有心跳和呼吸，应在空气流通处使触电者安静
平卧，严密监护，防止触电者突然跃起狂奔而亡。如发现触电者逐渐呼吸困难或痉挛，
应尽快做人工呼吸抢救。
③触电者伤势严重呼吸停止或心跳停止或者呼吸、心跳都停止，应立即进行人工
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并迅速请医生诊治，但不能等，应一直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
脏按压，在送医院途中也不能停止。
（3）人工呼吸急救方法
触电者意识丧失应在十秒内用看、听、试的方法判定伤员呼吸心跳情况，对症施治。
看 ：看伤员胸腹部有无起伏动作 ；
听 ：用耳贴近伤员口鼻处有无呼吸声 ；
试 ：测试口鼻处有无呼吸气流，用手指测试喉结旁颈动脉有无搏动。
人工呼吸是抢救触电假死的一个行之有效地的方法。施行人工呼吸前，应迅速将
伤员衣领、上衣、皮带松开，清除口内妨碍呼吸的食物、血块、粘液等。使伤员仰卧
用一只手托在伤员颈后使其鼻孔朝上，以利呼吸道畅通（见图 3-17）。接着口对口进
行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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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置于患者前额使其
头部后仰，另一手食指与中
指置于下颌骨近下额或下颌
角处，抬起下额（颌），以
开放气道。

90o

图 3-17

人工呼吸开放气道

①有心跳无呼吸急救要领 ：平卧解衣清口腔，鼻孔朝天头后仰。每次吹入气量
700-1000mL，吹气两口持续 1 秒。
②紧捏鼻子托头颈，贴嘴吹气扩胸张。
吹气多少看对象，大人小孩要适量。
吹两秒来停三秒，五秒一次最恰当。
③有呼吸无心跳急救要领 ：病人仰卧硬地上，松开领扣解衣衫。
救者跪跨腰两旁，双手迭压胸一掌。
掌根用力压胸膛，太轻效差重会伤。
慢慢压下突然放，每分钟压 100 次。
救儿童时，只用一只手压，用力也稍轻。
双臂绷直，利用髋关节
为支点，以肩、臂力量平稳、
有规律地垂直下压。

向上
放松
向下
按压

位置

100 次 / 分
姿势
一手掌根置于患者两乳
头联线与胸骨交界处，掌根
方向与前正中线重叠；另一
手叠放于该手背部。

图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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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呼吸心跳全停，急救时必须采用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二法配合进行。

图 3-19

胸外挤压和呼吸人工

急救要领 ：呼吸心跳都停顿，这种情况最危急。
吹压两法配合做，坚持进行不能停。
如果抢救仅一人，两法交替来进行。
吹两下又压十五，全心全意救伤员。
一人救护，每五秒吹气一次，每秒压胸一次，二法同时交替进行。
在做胸外心脏按压时，应注意第一，按压位置必须正确下压区域在胸骨以下 1/2 处，
即两个乳头连线稍偏下方，接触胸骨只限于掌根，手指向上不与胸骨接触，只是掌根
用力。第二，用力向脊柱方向下压，要有节奏，使胸廓下陷 3-5 公分，压挤时间与放
松时间大体一致，并注意防止造成胸骨损伤。（见图 3-19）
（4）急救用药
①任何药物都不能代替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这是最基本的触电急救方法。
②要慎重使用肾上腺素，因为肾上腺素有可能导致心脏停止跳动死亡。对有心脏
跳动的触电者，不能使用肾上腺素！
③对于触电同时又有外伤者，若伤势严重，应与人工呼吸和压胸同时处理。
（5）触电急救案例
① 1981 年 7 月，昆明某建筑公司在新闻路云南省设计院宿舍工地，电工刘某带
电作业不慎触电，心跳停止。该工地施工员张某立即在模板上对刘某进行心脏按压，
在救护车上仍然进行，到达医院前刘某苏醒，留院观察数日后痊愈。
② 1980 年 9 月，白塔路一工地民工碰触电焊机电源线触电，伤者瞳孔放大、呼
吸心跳全停，工地准备送医院抢救。一路过电力职工发现，立即叫来近旁电力局正在
开安全会议的安技干部刘某、段某，及时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急救，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抢救，终于把触电民工救活。
③ 1973 年 6 月 14 日，广东三水县红湖大队书记何某，在回家途中误碰因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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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的广播线（带电 220V）触电倒地，刚好小学教师张某路过，对其进行人工呼吸，
10 分钟后医生赶到，判定呼吸、心跳均已停止，口鼻有血丝流出。抢救无望，但张
老师仍不放弃有坚持进行 20 多分钟终于将何某救活。
④ 1980 年 3 月 29 日，浙江普陀张某不慎被 6600V 高压电击中，四肢冰凉，瞳
孔放大，心跳呼吸均停。经人工呼吸和药物抢救，第一天出现瞳孔有光反射，第二天
出现角膜反射，第 3 天出现听觉反射，第四天出现咳嗽反射，第五天出现疼痛反射，
第九天兴奋多语，语无伦次。其后住院 4 个月出院。
⑤某工程公司在一大厦广场基础工程进行护坡桩锚杆作业。当天工地主要负责人、
安全员、电工等有关人员不在现场，下锚杆筋笼时，班组长因故请假也不在现场，13
名民工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行作业，因钢筋笼将配电箱引出的 380V 电缆线磨破，
使钢筋笼带电，造成 5 人触电死亡。
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380V 电缆磨破漏电，漏电开关失灵。
这起事故中操作人员的违规行为是 ：
A. 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行作业 ；
B. 未接受安全技术交底 ；
C. 不认真观察作业环境的危险有害因素，采取防范措施后进行作业。
⑥一施工项目部因工程需要，在某单位租借一平房做木工间，后因加工铝合金窗
要在木工间进行，房间需重新布置，原有的多功能木工机械需要移位，但现场没有正
式电工，该木工机械使用的一次电源软电缆沿墙边明设在水泥地面上，电缆绝缘层已
被磨损，电缆线裸露接头处也没有用绝缘胶布包好，该设备漏电开关失效，田某等两
人在移动木工机械触电死亡，学徒工看见后又用手直接去拉田某也被电死。
此事故的主要原因是 ：
A. 漏电开关失灵，不起安全保护作用
B. 违章操作，非专业电工移动电器设备，移动电器设备必须经电工切断电源，并
做妥善处理后进行
C. 破损电缆线未及时更换处理，不符合安全用电要求，
D. 缺乏日常安全教育和检查未及时发现事故隐患
学徒工的错误的是 ：
A. 未切断电源 ；
B. 未确认电源已切断就去拉救触电人员 ；
C. 未及时呼救，召唤周边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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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起重吊装基础知识

起重吊装作业是使用起重设备将建筑结构构件或设备提升或移动至设计指定位置
和标高，并按要求安装固定的施工过程。起重吊装作业是多专业、多工种交叉的高处
作业。

一、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危险等级
起重吊装作业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设部建质【2009】
87 文的规定，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危险等级划
分见表 4-1。
建筑施工危险等级的划分与危险等级系数，是对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的重要性
认识及计算参数的定量选择。根据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建筑施工危险
等级划分为 I、Ⅱ、Ⅲ级 ；
表 4-1
危险
等级

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危险等级划分表

工程内容

危险等
级系数

控制要求

1. 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
在 10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2．起重量 300kN 及以上的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1.10
Ⅰ级 高度 200m 及以上内爬起重设备的拆除工程。
3．施工高度 50m 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4. 跨度大于 36m 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跨
度大于 60m 及以上的刚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和应急救援预
案，组织技术论证，履行审核、审
批手续，对安全技术方案内容进行
技术交底、组织验收，采用监测预
警技术进行全过程监测控制。

1．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
量在 1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2. 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Ⅱ级 3. 起重机械设备自身的安装、拆卸。
4. 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5. 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6. 预应力工程。

1.05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和应急救援措
施， 履 行 审 核、 审 批 手 续， 进 行
技 术 交 底、 组 织 验 收， 采 用 监 测
预警技术进行局部或分段过程监
测控制。

Ⅲ级 除 I 级、Ⅱ级以外的其他工程施工内容

1.00

制订安全技术措施并履行审核、审
批手续，进行技术交底，重点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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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吊具和索具

一、纤维绳
纤维绳分为麻绳和合成纤维绳两大类。
纤维绳在起重作业中主要用于捆绑物体 ；起吊 5KN 以下的较轻物件 ；当起吊物
件或重物时拉紧物体，以保持被吊物体的稳定和在规定的位置上就位。

（一）麻绳
一般麻绳的强度只为相同直径钢丝绳的 10％左右，而且易磨损、腐烂、霉变。
麻绳分为吕宋绳、白棕绳（剑麻绳）、混合绳和线麻绳四种。

（二）合成纤维绳
1. 合成纤维绳的性能和分类。
（1）特点和用途。化学纤维绳具有重量轻、质地柔软、耐腐蚀、有弹性、能减少
冲击的优点，它的吸水率只有 4％，合成纤维绳的强度略高于同直径的钢丝绳强度。
但对温度的变化较敏感。
（2）化学纤维绳的分类。
①尼龙（聚酰胺）绳。尼龙绳的强度在合成纤维绳中最大，有特殊的承受冲击载
荷的能力，不易受碱和油类影响，但易受酸类介质侵蚀且价格昂贵。
②涤纶（聚酯）绳。涤纶绳的强度次于尼龙绳，其伸长率最小，不易受酸和油类
介质影响，但易受碱类介质侵蚀。
③维尼纶绳。维尼纶绳强度最小，它能在水上漂浮，不易受酸、碱及油类介质侵
蚀，价格便宜，但熔点低。
④丙纶绳（聚丙烯）。丙纶绳强度比维尼纶绳强度大，重量轻，漂浮性能较好，
不易受酸、碱和油类价质影响，价格便宜。
⑤芳纶（芳族聚酰胺）绳可以使用在 200 度以下的高温场所。
（3）合成纤维绳使用的温度范围 ：
涤纶绳、锦纶绳

-40℃ -100℃

丙纶绳

-40℃ -80℃

芳纶绳

-40℃ -200℃

（三）合成纤维吊带
自从 1955 年第一根合成纤维扁平吊装带成功应用于工业吊装领域后，它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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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特别是合成纤维吊装带的携带轻便、维护方便和良好的抗化
学性，以及具有重量轻、强度高、不易损伤吊装物体表面等优异特点，它在许多方面
逐步替代了钢丝绳索具。
在吊运表面光洁的零件、软金属制品、磨光的销轴或其他表面不许磨损的物体时，
应使用合成纤维绳。为了起重吊装方便，常用尼龙帆布制成带状吊具，有单层、双层
带状吊具 ；最多达到 8 层。
合成纤维吊装带是性能优异的软体吊索，采用优质的高强低伸聚酯长丝制造，
是钢丝绳吊索的换代产品，由于其优越的性能，在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普遍使用了
五十多年。
1. 合成纤维吊装带的类型（图 4-1）
合成纤维吊装带按类型分，主要分为扁平吊装带和圆型吊装带两大类。
（1）扁平吊装带主要由尼龙纤维（聚酰胺合成纤维）、涤纶纤维（聚酯合成纤维）
和丙纶纤维（聚丙烯合成纤维）制成。它们各有特性，可适合于不同的环境场合，但
不同材质的吊装带绝对不可以混用。
（2）圆型吊装带的材质主要是涤纶合成纤维（聚酯），外层用涤纶圆套管做为保
护层，而内芯用连续的 100% 的涤纶芯纱作为承受吊装负载。
2. 合成纤维吊装带的特点
（1）轻便柔软：重量是同等金属吊索的 20%，该吊带非常易于操作、搬运和储藏。
不损伤吊件表层（包括油漆层），对人体无任何负面伤害。
（2）安全可靠 ：在使用过程中有减震、耐腐蚀、耐老化、不导电，在易燃易爆环
境下无火星等特点。在额定载荷下的伸长为 1.6%，拉伸特性接近于钢丝绳。
（3）吊带使用状况一目了然，日常安全检查直观简单，可以认为看起来完好的吊
带就是完好的。
（4）合成纤维吊装带柔软便于操作。
（5）防腐蚀，不导电。
3. 合成纤维吊装带承载荷载判断
合场成纤维吊装带一般通过带上标记和颜色来判断 ：
紫色 ：最大承载 1T ；绿色 ：最大承载 2T ；黄色 ：最大承载 3T ；灰色 ：最大承载
4T ；橘红 ：最大承载 5T ；咖啡 ：最大承载 6T ；蓝色 ：最大承载 8T ；橘黄 ：最大承载
1-10T。
4. 合成纤维吊装带的使用注意事项
（1）吊带在每次使用前必须进行检查，检查吊带表面是否有横向、纵向擦破或割
断，边缘、软环及末端件是否有损坏，确认吊带良好方可进行吊运。
（2）当吊装物有锋利的边棱时，应使用一保护衬垫置于吊装带和被吊物之间。
（3）合成纤维吊装带挂在吊钩上吊物时，吊钩上吊装带不得叠压。
（4）合成纤维吊装带在承载时不得在打结或打拧的状态下吊运，禁止用打结的方
式来连接或接长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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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在连续的紫外光下会破坏合成纤维吊装带的强度，应尽量避免受到紫外光或
电弧焊光的影响。
（5）合成纤维吊装带在使用中尽量避免与酸、碱等化学物品或油污的接触，避免
在高温和有火星飞溅的场所使用。如吊带被弄脏或在有酸、碱的环境中使用后，应立
即用凉水冲洗干净。
（6）吊装带不用时，应将吊装带储存在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当吊装带颜色褪
色，吊带材料硬化，在吊带不常接触负载的部位出现表面磨损，应对吊装带进行测试
试验，不合格者严禁使用。

1T 环状柔性吊带

2T 环状柔性吊带

3T 环状柔性吊带

4T 环状柔性吊带

8T 环状柔性吊带

10T 环状柔性吊带

两头扣揉性吊带

两头扣揉性吊带

图 4-1

合成纤维吊带

5. 合成纤维吊装带的报废标准
（1）当吊带表面损坏时。如吊带被尖物划伤，吊带边缘割断等。
（2）无标记、标牌或标记、标牌不清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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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与吊带原有颜色改变较大时。
（4）当软环缝合处出现撕开时。
（5）当末端出现变形、裂纹时。
（6）当绳、带粗细出现变化时。
（7）当绳、带长度出现变化时。
（8）经常疲劳使用无损 1 年或长期存放超过 1 年应报废。
（9）长期露天作业，露天存放不超过半年。

（四）纤维绳使用安全要点
1. 纤维绳放绳时不得使绳卷竖放绕出，必须使绳卷横放，用钢管穿过绳卷中心架
起绳卷回转绳卷放出后，根据需要长度切断，切断前必须用铁丝或麻绳将切断口扎紧，
严防绳头松散。
2. 纤维绳不得涂油，在使用前必须仔细检查标签、编插处、绳体不得有断丝断股
扭结，对存在问题要妥善处理。
3. 只可用作起吊轻型构件（如钢支撑）、受力不大的缆风绳和溜绳。机动的起重
机械或受力较大的地方不得使用麻绳。
4. 穿绕滑轮的直径根据人力或机械动力等驱动形式的不同，应大于白棕绳直径的
10 倍或 30 倍。麻绳有结时，不得穿过滑车狭小之处。长期在滑车使用的白棕绳，应
定期改变穿绳方向，以使绳的磨损均匀。
5. 使用中发生的扭结应立即抖直。
6. 当绳不够长时，必须采用编接接长。
7. 捆绑有棱角的物件时，在物体的尖锐边角处应垫上木板或麻袋等保护性软物。
8. 使用中不得在粗糙的构件上或地下拖拉，并应严防砂、石屑嵌入，磨伤白棕绳。
9. 编接绳头绳套时，编接前每股头上应用绳扎紧，编接后相互搭接长度 ：绳套不
得小于白棕绳直径的 15 倍 ；绳头不得小于 30 倍。
10. 使用中的麻绳尽量避免雨淋或受潮，不能在纤维中夹杂泥砂和受油污等化学
介质的浸蚀。麻绳不要和酸、碱、漆等化学介质接触，受化学介质腐蚀后的麻绳不能
使用。
11. 麻绳正常使用时允许承受的最大拉力为许用拉力，白棕绳在使用时不得超过
其容许拉力，容许拉力应按下式计算 ：

式中 ：
［FZ］—白棕绳的容许拉力（kN）
FZ—白棕绳的破断拉力（kN）（见厂家说明书）
K—白棕绳的安全系数，按表 4-2 采用。
·91·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内部学习资料

施工安全技术 C1

表 4-2 白棕绳的安全系数
用

途

安全系数

一般小型构件（过梁、空心板及 5kN 重以下等构件）

≥6

5kN~10kN 重吊装作业

10

作捆绑吊索

≥ 12

作缆风绳

≥6

为满足安全生产、方便现场计算，当取安全系数 K=6 时，麻绳的许用拉力 S 一
般采用以下经验公式估算 ：
S ＝ 8d2
式中 ：S—许用拉力（N）；
d—麻绳直径（mm）。
12. 白棕绳的堆放和保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原 封 整 卷 白 棕 绳 应 放 置 在 支 垫 不 小 于 100mm 高 的 木 板 上。 直 径 20mm
以 下 的 白 棕 绳 重 叠 堆 放 不 得 超 过 4 卷， 直 径 22 ～ 38mm 的 不 得 超 过 3 卷， 直 径
41 ～ 63mm 的不得超过 2 卷。
（2）粘有灰尘或污物时，可在水中洗净后晾干，并应较松地盘好挂在木架上。
（3）存放白棕绳的库房应干燥、通风、不得使麻绳受潮或霉烂。
（4）堆放时严禁与油漆、酸、碱以及有腐蚀性的化学药品接触。

三、钢丝绳
钢丝绳
钢丝绳具有断面相同、强度高、弹性大、韧性好、耐磨、高速运行平稳并能承受
冲击荷载等特点。在破断前一般有断丝、断股等预兆，容易检查、便于预防事故，因
此在起重作业中广泛应用，是吊装中的主要绳索，可用于起吊、牵引、捆扎等作业。

（一）钢丝绳的构造特点和种类。
1. 按钢丝绳按捻制的方法钢丝绳分为单绕、双绕和三绕钢丝绳三种。
双绕钢丝绳先是用直径 0.3 ～ 4mm、强度 1400 ～ 2400MPa 的高强度碳素钢钢
丝围绕中心钢丝拧成股，再由若干股围绕绳芯拧成整根的钢丝绳。双绕钢丝绳钢丝
数目多、挠性大，易于绕上滑轮和卷筒，故在起重作业中应用的一般是双绕钢丝绳。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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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线接触（X-y 粗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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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线接触（X-c 密集型）

图 4-2

2. 按照钢丝绳捻制的方向钢丝绳分为同向捻、交互捻、混合捻等几种。（图 4-3）
钢丝绳中钢丝搓捻方向和钢丝股搓捻方向一致的称同向捻（顺捻）。同向捻的钢
丝绳比较柔软，表面平整，与滑轮接触面比较大，因此磨损较轻，但容易松散和产生
扭结卷曲，吊重时容易旋转，故在吊装中一般不用。
交互捻（反捻）钢丝绳，钢丝搓捻方向和钢丝股搓捻方向相反。交互捻钢丝绳强
度高，扭转卷曲的倾向小，吊装中应用的较多。
混合捻钢丝绳的相邻两股钢丝绳的捻法相反，即一半顺捻、一半反捻。混合捻钢
丝绳的性能较好，但制造麻烦、成本较高，一般情况用得很少。

右交互捻 ZS

左交互捻 SZ
图 4-3

右同向捻 ZZ

左同向捻 SS

钢丝绳的捻制

3. 钢丝绳按绳股数及一股中的钢丝数多少可分为 6 股 19 丝、6 股 37 丝、6 股 61
丝等几种。日常工作中以 6×19 ＋ 1.6×37 ＋ 1.6×61 ＋ 1 来表示。在钢丝绳直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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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情况下，绳股中的钢丝数愈多，钢丝的直径愈细，钢丝愈柔软，挠性也就愈好。
但细钢丝捻制的绳没有较粗钢丝捻制的钢丝绳耐磨损。因此 6×19 ＋ 1 就较 6×37 ＋
1 的钢丝绳硬、耐磨损。

图 4-4

钢丝绳的构成

4. 钢丝绳按绳芯不同可分为纤维芯和金属芯两类。（图 4-4）
纤维芯代号 FC，包括 ：天然纤维芯代号 NF ；合成纤维芯代号 SF。
金属芯包括 ：金属丝绳芯代号 IWR ；金属丝股芯代号 IWS。
用浸油的麻或棉纱作绳芯的钢丝绳比较柔软，容易弯曲，同时浸过油的绳芯可以
润滑钢丝，防止钢丝生锈，又能减少钢丝间的摩擦，但不能受重压和在较高温度下工
作。石棉芯的钢丝绳可以适应较高度下工作，不能重压。金属芯的钢丝绳可以在较高
温度下工作，而耐重压，但钢丝绳太硬不易弯曲，在塔式起重机安装高度较高时常用
做起升钢丝绳。
5. 钢丝绳按照钢丝间的接触状态分为点接触钢丝绳、线接触钢丝绳和面接触钢丝
绳三种。（图 4-5）
点接触绳的各层钢丝直径相同，但各层螺距不等，所以钢丝互相交叉形成点接触，
在工作中接触应力很高，钢丝易磨损折断，但其制造工艺简单。
线接触绳的股内钢丝粗细不同，将细钢丝置于粗钢丝的沟槽内，粗细钢丝间成线
接触状态。由于线接触钢丝绳接触应力较小，线接触钢丝绳比同等使用条件下点接触
钢丝绳的寿命长 50%-100%，同时挠性增加。由于线接触钢丝绳选用线接触较为密实，
所以相同直径的钢丝绳，线接触绳破断拉力大些。绳股内钢丝直径相同的同向捻钢丝
绳也属线接触绳。
在起重机中凡是通过滑轮，进出卷筒的钢丝绳都应选用线接触钢丝绳。
面接触绳的股内钢丝形状特殊，采用异形断面钢丝，钢丝间呈面状接触。其优点
是外表光滑，抗腐蚀和耐磨性好，能承受较大的横向力 ；但价格昂贵，故只能在特殊
场合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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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点接触
图 4-5

b －线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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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面接触

钢丝绳钢丝间的接触状态

6. 钢丝绳按绳股截面分为圆股钢丝绳、异型股钢丝绳和多股不旋转钢丝绳三种。
7. 按钢丝表面处理不同又可分为光面和镀钵两种，起重作业中常用光面钢丝绳。

（二）钢丝绳的安全负荷。
1. 钢丝绳的破断拉力。所谓钢丝绳的破断拉力即是将整根钢丝绳拉断所需要的拉
力大小，也称为整条钢丝绳的破断拉力，用 Sp 表示，单位 ：KN（千牛顿）。
求整条钢丝绳的破断拉力 Sp 值应根据钢丝绳的规格型号从金属材料手册中的钢
丝绳规格性能表中查出钢丝绳破断拉力总和∑ s 值，再乘以换算系数 φ 值。即 ：
Sp ＝∑ S·φ
实际上钢丝绳在使用时由于搓捻的不均匀，钢丝之间存在互相挤压和摩擦现象，
各钢丝受力大小是不一样的，要拉断整根钢丝绳，其破断拉力要小于钢丝破断拉力总
和，因此要乘一个小于 1 的系数，即换算系数 φ 值。
破断拉力换算系数如下 ：
当钢丝绳为 6×19 ＋ 1 时，φ ＝ 0.85 ；
当钢丝绳为 6×37 ＋ 1 时，φ ＝ 0.82 ；
当钢丝绳为 6×61 ＋ 1 时，φ ＝ 0.80。
用查表来求钢丝绳破断拉力虽然计算较准确，且必须要先查清钢丝绳的规格型号
等。再查有关的手册进行计算，但在工地上临时急用时往往不知道钢丝绳的出厂说明
规格，无手册可查、无法利用上述公式计算时，可利用下式估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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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 500d2
式中 ：Sp—钢丝绳破断拉力（N）；
d—钢丝绳的直径（mm）。
当钢丝绳的直径 d1 采用毫米，则钢丝绳的破断拉力 Sp 为 ：
Sp ＝ 500d2/1000=500（10d1）2/1000
Sp ＝ 50d12（KN）；
为了便以应用，以上公式可用口诀“钢丝绳直径用毫米，破断负荷记为吨（10KN），
直径平方的 5 倍，即为破断负荷数”帮助记忆。施工现场常用 6×19+FC 钢丝绳参数
见表 4-3。
施工现场常用 6×19+FC 钢丝绳参数表

表 4-3

钢丝公称抗拉强度 MPa

钢丝绳直径
mm

外层钢丝直径
mm

1520

6.2

0.4

21.67

7.7

0.5

33.93

37.27

40.50

21.14

9.3

0.6

48.94

53.64

58.45

30.45

11.0

0.7

66.59

73.06

79.53

41.44

12.5

0.8

86.98

95.42

103.50

54.12

14.0

0.9

109.8

120.6

131.4

68.50

15.5

1.0

135.8

149.1

162.3

84.57

17.0

1.1

164.3

196.1

102.3

18.5

1.2

195.6

214.8

233.4

121.8

20.0

1.3

229.5

252.0

274.1

142.9

21.5

1.4

292.2

317.7

165.8

23.0

1.5

306.0

335.4

364.8

190.3

24.5

1.6

348.1

415.3

216.5

1670

1820

钢丝破断拉力总和不小于（KN）
23.83

180，4

266.3

381.5

25.89

参考重量
Kg/100m
13.53

2. 钢丝绳的允许拉力和安全系数 ：
为了保证吊装的安全，钢丝绳根据使用时的受力情况，规定出所能允许承受的拉
力叫钢丝绳的允许拉力用 S 表示，它与钢丝绳的使用情况有关。
钢丝绳的允许拉力低于了钢丝绳破断拉力的若干倍，而这个倍数就是安全系数，
用 K 表示，即 ：
K=Sp/S
钢丝绳的安全系数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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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钢丝绳
用途

作缆风绳

缆索起重
机承重绳

手动起重
设备

机动起重
设备

作吊索受
弯曲时

作捆绑吊
索

用于载人
的升降机

安全系数

3.5

3.75

4.5

5～6

6～7

8 ～ 10

14

钢丝绳的允许拉力 S 为 ：
S=Sp/K
当钢丝绳的安全系数取 K=5 时，钢丝绳的允许拉力的估算值为 ：
S=Sp/K=50d2/5=10d2（KN）
即：
“钢丝绳直径用厘米，拉力负荷记为吨（10KN），直径的平方，即为允许拉力数”。
3. 钢丝绳直径的测量
钢丝绳通常可以采用游标卡尺测量，测量的正确方法见下图 4-6 ：

a）

a）

a）正确的测量方法
图 4-6

b）不正确的测量方法

钢丝绳测量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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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钢丝绳夹的使用
1. 绳夹的分类。
绳夹主要用来夹紧钢丝绳末端或将两根钢丝绳固定在一起。常用的有骑马式绳夹、
U 形绳夹（压板式）、L 形绳夹（握拳式）等（图 4-7），其中骑马式绳夹是一种连接
力强的标准绳夹应用比较广泛。

图 4-7

钢丝绳绳夹

2. 绳夹的应用标准。
（1）钢丝绳绳夹型号的选用
骑马式钢丝绳绳夹，可按下表 4-5 选用。
骑马式钢丝绳夹规格型号（mm）

表 4-5

型号

钢丝绳直径

A

B

C

d

H

绳夹用量

绳夹间距

Y1-6

6.5

14

28

21

M6

35

3

50

Y2-8

8.8

18

36

27

M8

44

3

60

Y3-10

11

22

43

33

M10

55

3

70

Y4-12

13

28

53

40

M12

69

3

80

Y5-15

1517.5

33

61

48

M14

83

3

110

Y6-20

20

39

71

55.5

M16

96

4

120

44

80

63

M18

108

4-5

140-150

49

87

70.5

M20

122

5

170

Y7-22
Y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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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钢丝绳直径

A

B

C

d

H

绳夹用量

绳夹间距

Y9-28

28.531

55

97

78.5

M22

137

5

180-200

60

105

85.5

M24

149

5-6

210-230

67

112

94

M24

164

6

250-270

78

128

107

M27

188

6-7

290-310

88

143

119

M30

210

7

330

Y10-32
Y11-40
Y12-45
Y13-50

32.5

34.5

3739.5
43.5

47.5
52

（2）在起重作业中，对于钢丝绳的末端要加以固定通常使用绳夹来实现。用绳夹
固定时，其数量和间距与钢丝绳直径成正比，见表 4-6。一般绳夹的间距最小为钢丝
绳直径的 6 倍。绳夹的数量不得少于 3 个。
与绳径匹配的绳卡数

表 4-6

钢丝绳公称直径（mm）

≤ 18

＞ 18 ～ 26

＞ 26 ～ 36

＞ 36 ～ 44

＞ 44 ～ 60

最少蝇卡敷（个）

3

4

5

6

7

3. 绳夹使用的要点。
（1）每个绳夹应拧紧至卡子内钢丝绳压扁 1/3 为标准。
（2）如钢丝绳受力后产生变形时，要对绳夹进行二次拧紧，应保证连接强度不小
于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的 85%。
（3）起吊重要设备时，为便于检查，可在绳头尾部加一保险夹。
（4）钢丝绳夹压板应在钢丝绳受力绳一边，不得正反交错，最后一个绳卡距绳头
的长度不得小于 140mm。绳卡初次固定后，应待钢丝绳受力后再次紧固，并宜拧紧
到使尾端钢丝绳受压处直径高度压扁 1/3。作业中应经常检查紧固情况。绳夹间距 A（图
4-8）不应小于钢丝绳直径的 6 倍。

图 4-8

钢丝绳夹压板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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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钢丝绳的端部固结
1. 当钢丝绳的端部采用编结固接时，编结部分的长度不得小于钢丝绳直径的 20
倍，并不应小于 300mm，插接绳股应拉紧，凸出部分应光滑平整，且应在插接末尾
留出适当长度，用金属丝扎牢，钢丝绳插接方法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起重机械吊具
与索具安全规程》LD48 的要求。用其他方法插接的，应保证其插接连接强度不小于
该绳最小破断拉力的 75%。
2. 用楔块、楔套连接时，楔套应用钢材制造。连接强度不应小于钢丝绳最小破断
拉力的 75%。
3. 用锥形套浇铸法连接时，连接强度应达到钢丝绳的最小破断拉力。
4. 用铝合金套压缩法连接时，连接强度应达到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 90%。如图 4-9.
图 4-10 是钢丝绳端头的几种固结方法示意图。
（5 ～ 6）d

（5 ～ 6）d

（6 ～ 8）d

d

d

（20 ～ 25）d

（a）

（b）

（d）

（c）

A-A
A

（e）

A

a）编结固定法 b）钢丝绳卡连接法 c）楔套固结法
d）楔套灌锌固结法 e）铝合金压套固结法
图 4-9

钢丝绳端头的固结方法示意图

A-A
A

起升卷筒上用的螺栓压接固定法
图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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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钢丝绳破坏及其原因。
1. 钢丝绳的破坏过程。钢丝绳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受到拉伸、弯曲，容易产生“金
属疲劳”现象，多次弯曲造成的弯曲疲劳是钢丝绳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经过长时间
拉伸作用后，钢丝绳之间互相产生摩擦，钢丝绳表面逐渐产生磨损或断丝现象，折断
的钢丝数越多，未断的钢丝绳承担的拉力越大，断丝速度加快，断丝超过一定限度后，
钢丝绳的安全性能已不能保证，在吊运过程中或意外因素影响下，钢丝绳会突然拉断，
化工腐蚀能加速钢丝绳的锈蚀和破坏。
2. 钢丝绳破坏原因。造成钢丝绳损伤及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钢丝
绳损伤及破坏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 ：
（1）截面积减少：钢丝绳截面积减少是因钢丝绳内外部磨损、损耗及腐蚀造成的。
钢丝绳在滑轮、卷筒上穿绕次数愈多，愈容易磨损和损坏。滑轮和卷简直径愈小，钢
丝绳越易损坏 ；
（2）质量发生变化 ：钢丝绳由于表面疲劳、硬化及腐蚀引起质量变化。钢丝绳缺
油或保养不善 ；
（3）变形 ：钢丝绳因松捻、压扁或操作中产生各种特殊形变而引起钢丝绳变形 ；
（4）突然损坏 ：钢丝绳因受力过度、突然冲击、剧烈振动或严重超负荷等原因导
致其突然损坏。
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钢丝绳的破坏还与起重作业的工作类型、钢丝绳的使用环
境、钢丝绳选用和使用以及维护保养等因素有关。

（六）钢丝绳的安全使用与管理。
为保证钢丝绳使用安全，必须在选用、操作维护方面做到下列各点 ：
1. 钢丝绳应按设备使用说明书规定的规格选用，钢丝绳不准超负荷使用。
2. 取用钢丝绳时应将钢丝绳卷盘放在专用支架上架空（见图 4-11），回转绳卷盘
放出钢丝绳，量取需要长度后，在切口处用两端细钢丝进行捆扎，以防切断后绳头松
散。切断钢丝时要防止钢丝碎屑飞起损伤眼睛。

图 4-11

正确的放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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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放绳方法

3. 在使用钢丝绳前必须对钢丝绳进行详细检查，达到报废标准的应报废更新，严
禁凑合使用。在使用中不许发生锐角曲折、挑圈，防止被夹或压扁。
4. 穿钢丝绳的滑轮边缘不许有破裂现象，钢丝绳与物体、设备或接触物的尖角直
接接触处应垫护板或木块，以防损伤钢丝绳。
5. 要防止钢丝绳与电线、电缆线接触，避免电弧打坏钢丝绳或引起触电事故。
6. 钢丝绳在卷筒上缠绕时，要逐圈紧密地排列整齐，不应错叠或离缝。

（七）钢丝绳的报废。
钢丝绳在使用过程中会不断地磨损、弯曲、变形、锈蚀和断丝等，不能满足安全
使用时应予报废，以免发生危险。
1. 钢丝绳的断丝达到表 4-7 所列断丝数时应报废。
钢丝绳的报废标准
钢丝绳结构形式

断丝根数

钢丝绳检查长度范围

交捻

顺捻

表 4-7

6×19 ＋ 1

6×37 ＋ 1

6×61 ＋ 1

6d

10

19

29

30d

19

38

58

6d

5

10

15

30d

10

19

30

2. 钢丝绳直径的磨损和腐蚀大于钢丝绳的直径 7％，或外层钢丝磨损达钢丝直径
的 40％时应报废。若在 40％以内时应按表 4-8 予以折减。
折减系数表

表 4-8

钢丝表面磨损量或锈蚀量（％）

10

15

20

25

30 ～ 40

大于 40

折减系数

85

75

70

60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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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中断丝数逐渐增加，其时间间隔越来越短。
4. 钢丝绳的弹性减少，失去正常状态，产生下述变形时应报废 ：
（1）波浪形变形 ；
（2）笼形变形（如图 4-13）；
（3）绳股挤出 ；
（4）绳径局部增大严重 ；
（5）绳径局部减小严重 ；
（6）压扁 ；
（7）严重扭结 ；
（8）明显的不易弯曲。

a）

b）

c）
a）扭力不平衡造成的笼形畸变

b）过狭窄绳槽造成的笼形畸变

图 4-13

c）突然卸载造成的笼形畸变

不旋转钢丝绳的三种笼形变形

四、卸扣
卸扣又叫卡环、卸甲，俗称虾扣，是索具的一种，用于吊索、构件或吊环之问的
连接，它是起重作业中用得广泛且较灵便的栓连工具。
卸扣材质，常见的有碳钢（20 号钢锻造后热处理）、合金钢、不锈钢、高强度钢等。
表面处理一般分为镀锌（热镀和电镀）、涂漆、镀达克罗。目前较好的卸扣一般都是
用合金钢材质。
国内市场上常用的卸扣，按生产标准一般分为国标、美标、日标三类 ；其中美标
的最常用，因为其体积小承载重量大而被广泛运用。
国标卸扣包括一般起重用卸扣、船用卸扣和普通卸扣。重量较重、体积较大，一
般安装于不经常拆卸的位置。
选择卸扣时应注意安全系数，卸扣安全系数一般有 4 倍、6 倍和 8 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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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卸扣的种类。
卸扣按型式可分为弓型（欧米茄形螺旋式）；弓型带母卸扣和 d 型（u 型或直型
螺旋式）；d 型带母卸扣。（见图 4-13）
按使用场所可分为船用和陆用两种。
建筑施工现场常用的多为陆用 d 型卸扣

弓型带螺母卸扣

弓型螺旋卸扣

d 型带螺母卸扣
图 4-14

d 型螺旋卸扣
常用卸扣则类型

（二）卸扣的安全使用。
1. 卸扣的许用负荷
卸扣的强度主要取决于卸扣本体弯曲部分的直径 d，在使用中不知道卸扣的许用
负荷时可以根据卸扣本体直径 d 估算出（见图 4-14），估算公式 ：
Q=60d2 N
式中 ：Q—容许使用负荷 N ；
d—卸扣本体直径 mm。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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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

D

M

C

R

B

A
L

d1
图 4-14

d 型螺旋式卸扣

2. 卸扣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卸扣时不得超负荷使用。
（2）为防止卡环横向受力，在连接绳索和吊环时应将其中一根套在横销上，另一
根套在弯环上，不准分别套在卡环的两个直段上面。
（3）起吊作业进行完毕后应及时卸下卡环，并将横销插入弯环内上满螺纹，以保
证卡环完整无损。
（4）不得使用横销无螺纹的卡环，如必需使用时，要有可靠的保障措施，以防止
横销滑出。
（5）卸扣应无明显变形、可见裂纹和弧焊痕迹。销轴螺纹应无损伤现象。
（6）活动卡环在绑扎时，起吊后销子的尾部应朝下，使吊索在受力后压紧销子，
其容许荷载应按出厂说明书采用。
卸扣使用正确

图 4-15

卸扣使用错误

卸扣的正确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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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滑轮
在起重安装工程中，广泛使用滑轮与滑轮组，配合卷扬机、桅杆、吊具、索具等，
进行设备的运输与吊装工作。
起重吊装使用的滑轮和滑轮组一般由吊钩（吊环）、滑轮、轴、轴套和夹板组成。

图 4-16

滑轮和滑轮组

（一）滑轮的分类
1. 按制作材质分有 ：铸铁滑轮、钢滑轮、铝合金滑轮和工程塑料滑轮。
2. 按使用方法分有 ：定滑轮、动滑轮以及动、定滑轮组成的滑轮组。
3. 按滑轮数多少分有 ：单滑轮、双滑轮、三轮、四轮以至多轮等多种滑轮。
4. 按其作用分有 ：导向滑轮、平衡滑轮。
5. 按滑轮组（滑车组）的使用功能分 ：省力滑轮组和增速滑轮组。
6 按连接方式可分为 ：吊钩式、链环式、吊环式和吊梁式。

（二）滑轮组中钢丝绳长度计算
滑轮组起重钢丝绳所需长度可按下式计算 ：
L=n（h+3d）+I+12（m）
式中 ：L －钢丝绳长度 m ；
n －工作钢丝绳数 ；
h －提升高度 m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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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滑轮直径 m ；
I －定滑轮至卷扬机的距离 m。

（三）起重滑轮组钢丝绳的穿绕
1. 滑轮组中钢丝绳的穿绕方法，是一项起重吊装中复杂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穿
绕不当会使钢丝绳断裂造成重大事故。
起重滑轮组钢丝绳的穿绕方法可以分为顺穿法和花穿法两种。滑轮组绳索宜采用
顺穿法，但“三三”以上滑轮组应采用花穿法。常用的穿绕方法见图 4-17
双跑头顺穿法除可以避免滑轮组歪斜外，还可以减少滑轮住的阻力加快起吊速度。
在起吊大型设备时，使用的滑轮组门数较多，常用一台大型卷扬机牵引，为了避
免顺穿法滑轮组工作不平衡歪斜，可以采用花穿法来改善滑轮组的工作条件并降低钢
丝绳的拉力，使滑轮组受力均匀起吊平稳。

单跑头顺穿法

双跑头顺穿法

图 4-17

滑轮组常用的穿绕方法

死头
定滑车

动滑车
导向滑车
引向卷扬机
图 4-18

起重滑轮组钢丝绳的穿绕方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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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滑轮组的连接方法及拉力见表 4-9
滑轮组的连接方法及其效率与拉力值
滑轮组绳数

表 4-9

单绳

双绳

三绳

四绳

五绳

六绳

七绳

八绳

滑轮组的效率

0.96

0.94

0.92

0.90

0.88

0.87

0.86

0.85

起吊时拉力 P

1.04Q

0.53Q

0.36Q

0.28Q

0.23Q

0.19Q

0.17Q

0.15Q

滑轮组
的连接
方法

（四）滑轮的安全使用要求。
1. 选用滑轮时，轮槽宽度应比钢丝绳直径大 1 ～ 2.5mm。
2. 使用滑轮的直径，通常不小于钢丝绳直径的 16-30 倍。
3. 起重钢丝绳的长度应经计算确定，并留有余量。
4. 使用过程中，滑轮受力后，要检查各运动部件的工作情况，有无卡绳、磨绳处，
如发现应及时进行调整。
5. 吊运中对于受力方向变化大的情况和高空作业场所，禁止用吊钩型滑轮，要使
用吊环滑轮，防止脱绳而发生事故。如必须用吊钩滑轮时，有可靠的封闭装置。
6. 滑轮组上、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滑轮直径的 5 倍。
7. 使用滑轮起吊时，严禁用手抓钢丝绳，必要时，应用撬杠来调整。

六、吊钩
吊钩、吊环、是最常使用的取物装置，它的优点是取物方便、工作安全可靠。
吊钩在起重作业中，受到频繁的反复冲击重载荷的作用，一旦发生损坏，可能造
成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因此，要求吊钩有足够承载力，同时要求没有突然断裂的危险，
保证作业人员的安全和被吊运物料不受损害。
吊钩要求具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所以吊钩广泛使用低碳钢和低碳合金钢采用锻
造方法制造。
由于工艺上难以避免铸造缺陷，一般不允许使用铸造钩 ；为了避免焊接产生的应
力集中和可能产生裂纹，不允许焊接制造吊钩，也不允许用补焊的方法修复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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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吊钩与吊环的形式。
吊钩有单钩、双钩及吊环等形式（图 4-19）。

（a）单钩；

（b）双钩；

图 4-19

（c）吊环

吊钩与吊环

1. 单钩：这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吊钩，它的构造简单，使用也较方便，但受力比较小。
材质多用现行规范《优质碳素结构钢钢号和一般技术条件》中规定的 20 号钢锻制而成。
最大起重量不超过 80t。
2. 双钩 ：起重量较大时多用双钩起吊，它受力均匀对称，特点能充分利用。其材
质也是用现行规范《优质碳素结构钢钢号和一般技术条件》中规定的 20 号钢锻成。
一般大于 80t 的起重设备都采用双钩。
3. 吊环 ：它的受力情况比吊钩的受力情况好得多，因此当起重相同时，吊环的自
重比吊钩的自重小。但是当使用吊环起吊设备时其索具只能用穿入的方法系在吊环上。
因此用吊环吊装不如吊钩方便。吊环通常用在电动机、减速机的安装、维修时作固定
吊具使用。

（二）吊钩的危险断面

合应力最大 ；B—B 断面虽然受力不如 A—A 断面，但

防脱钩装置

按曲粱理论对吊钩的受载状况进行受力分析，钩
身水平断面 A—A 在载荷作用下，受到的弯曲和拉伸组

c-

-c

在吊物过程中，是吊索强烈磨损的部位，随着断面面

A

积减小，承载能力下降；钩柄的螺纹部位容易受到腐蚀，

A

B

螺纹根部 C—C 断面面积较小，而且应力集中，容易在
缺陷处断裂。A—A、B—B 和 C—C 断面为危险断面。
B

这三处危险断面是安全检查的重点（图 4-20）。
图 4-20

吊钩的危险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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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吊钩、吊环的使用要点
1. 吊钩的检查 保证吊钩安全的重要环节。包括安装使用前检查和在用吊钩的
检查。
（1）安装使用前检查。吊钩应有制造厂的检验合格证明。在吊钩钩身的低应力区
应有额定起重量和检验合格的打印标记。否则，要对吊钩进行材料化学成分检验、必
要的机械性能试验（拉力试验、冲击试验）、测量吊钩的原始开口度尺寸等。吊钩标
记的额定起重量一定要与起重机的额定起重量一致。
（2）表面检查
在用吊钩的表面应光滑、无毛刺和锐角，不得有裂纹、折叠、刻痕、剥裂、过烧
等缺陷。主要通过目测、触摸检查，存在上述缺陷的不得使用。
（3）内部缺陷检查
不得有内部裂纹、白点和影响使用安全的任何夹杂物等缺陷。主要通过探伤检查。
（4）安全装置
吊钩必须有防止吊索脱出吊钩的防脱绳装置，该装置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
施工现场塔式起重机吊钩组常见的钢丝绳防脱装置有弹簧式和自重式两种，见
图 4-21。

图 4-21

弹簧式吊钩保险自重式吊钩保险

（5）吊钩、吊环不得超负荷进行作业。
（6）使用吊钩与重物吊环相连接时，必须保证吊钩的位置和受力符合要求。
2. 建筑起重机械的吊钩和吊环缺陷严禁补焊。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更换 ：
（1）吊钩表面有裂纹或破口。
（2）危险断面磨损达原尺寸的 10％。
（3）开口度比原尺寸增加 15％。
（4）钩身扭转变形超过 1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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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吊钩危险断面或吊钩颈部产生塑性变形。
（6）吊钩钩柄腐蚀后的尺寸小于原尺寸的 90％。
（7）吊钩衬套磨损达原尺寸的 50％时，应更换衬套。
（8）片钩心轴磨损达原尺寸的 5％时，应更换心轴。

七、索具螺旋扣
索具螺旋扣俗称花篮螺栓，施工现场常用于揽风绳和卸料平台钢丝绳的张紧承载，
螺旋扣的号码表示其许用负荷。常用螺旋扣见图 4-22。

图 4-22

常用螺旋扣

施工现场常用螺旋扣有 OO 型、CO 型两种，OO 型不存在钢丝绳滑脱所以安全性
较好。
起重吊装中也有使用 UU 型或 OU 型的。
螺旋扣使用中，其最大伸长尺寸 L2 不得超过产品使用说明的规定。

八、起重吊装对吊索的要求
1. 钢丝绳吊索必须由整根钢丝绳制成，中间不得有接头。环形吊索应只允许有一
处接头。
2. 当采用两点或多点起吊时，吊索数宜与吊点数相符，且各根吊索的材质、结构
尺寸、索眼端部固定连接、端部配件等性能应相同。
3. 钢丝绳严禁采用打结方式系结吊物。
4. 当吊索弯折曲率半径小于钢丝绳公称直径的 2 倍时，应采用卸扣将吊索与吊点
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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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吊索可采用 6×19，但宜用 6×37 型钢丝绳制作成环式或 8 股头式（图 4-23），
其长度和直径应根据吊物的几何尺寸、重量和所用的吊装工具、吊装方法予以确定。
使用时可采用单根、双根、四根或多根悬吊形式。

（a）环状吊索

（b）8 股头吊索
图 4-23

吊索

6. 吊索的绳环或两端的绳套应采用编插接头，编插接头的长度不应小于钢丝绳直
径的 20 倍。8 股头吊索两端的绳套可根据工作需要装上桃形环、卡环或吊钩等吊索
附件。
7. 吊索的安全系数 ：当利用吊索上的吊钩、卡环钩挂重物上的起重吊环时，不应
小于 6 ；当用吊索直接捆绑重物，且吊索与重物棱角间采取了妥善的保护措施时，应取
6~8 ；当吊重、大或精密的重物时，除应采取妥善保护措施外，安全系数应取 10。
8. 吊索与所吊构件间的水平夹角不宜大于 45o。其计算拉力按表 4-10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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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索的拉力计算表
夹角

吊索拉力 F

水平压力 H

30o

1.00G

0.87G

35

o

0.87G

0.71G

40

o

0.78G

0.60G

45

o

0.71G

0.50G

50

o

0.65G

0.42G

55

o

0.61G

0.35G

60

o

0.58G

0.29G

65

o

0.56G

0.24G

70

o

0.53G

0.18G

75

o

0.52G

0.13G

80

o

0.51G

0.09G

注 ：G—构件重力。

九、几种特制吊具
根据现场施工要求以及设备的特殊形体，必要时可制作一些专门的吊具以满足起
重吊装的需要，减小构件的水平分力，保证被吊物的安全。
常用的几种特制吊具主要有三角架吊具、可调杠杆式吊具、四杆机构吊具、滑轮
横吊梁、钢板横吊梁、钢管横吊梁等。（图 4-24）。
50t 螺纹卸扣

拉杆

45o

45o
50t 螺纹卸扣

（a）三角架吊具

（b）可调杠杆式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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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拉杆
卸扣

3

吊耳
塔体

（c）滑轮横吊梁

（d）四杆式吊具

A
B
1
2

2
C

（e）钢板横吊梁

（f）钢管横吊梁
图 4-24

特制吊具

（一）起重吊装作业的一般规定
1. 必须编制吊装作业施工组织设计，危险等级为Ⅰ级的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
的施工组织设计应经专家论证。施工组织设计应充分考虑施工现场的环境、道路、架
空电线等情况。作业前应进行技术交底；作业中，未经技术负责人批准，不得随意更改。
起重吊装施工组织设计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部门组织本单位施工技术、安全、质
量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审核。经审核合格的，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实
行施工总承包的，专项方案应当由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专业承包单位技术负
责人签字。
安全等级Ⅱ级及以下不需专家论证的专项方案，经施工单位审核合格后报监理单
位，由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核签字。
2. 参加起重吊装的人员应经过严格培训，取得特种作业培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3. 作业前，应检查起重吊装所使用的起重机滑轮、吊索、卡环和地锚等，应确保
其完好，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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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起重作业人员必须穿防滑鞋、戴安全帽，高处作业应佩挂安全带，并应系挂可
靠和严格遵守高挂低用。
5. 吊装作业区四周应设置明显标志，严禁非操作人员入内。夜间施工必须有足够
的照明。
6. 起重设备通行的道路应平整坚实。
7. 登高梯子的上端应予固定，高空用的吊篮和临时工作台应绑扎牢靠。吊篮和工
作台的脚手板应铺平绑牢，严禁出现探头板。吊移操作平台时，平台上面严禁站人。
8. 绑扎所用的吊索、卡环、绳扣等的规格应按计算确定。
9. 起吊前，应对起重机钢丝绳及连接部位和索具设备进行检查。
10. 高空吊装屋架、梁和斜吊法吊装柱时，应于构件两端绑扎溜绳，由操作人员
控制构件的平衡和稳定。
11. 构件吊装和翻身扶直时的吊点必须符合设计规定。异型构件或无设计规定时，
应经计算确定，并保证使构件起吊平稳。
12. 安装所使用的螺栓、钢楔（或木楔）、钢垫板、垫木和电焊条等的材质应符合
设计要求的材质标准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13. 吊装大、重、新结构构件和采用新的吊装工艺时，应先进行试吊，确认无问题后，
方可正式起吊。
14. 大雨天、雾天、大雪天或风速 10.8m/s 及以上大风天等恶劣天气，应停止吊
装作业。事后应及时清理冰雪并应采取防滑和防漏电措施。雨雪过后作业前，应先试
吊，确认制动器灵敏可靠后方可进行作业。
15. 吊起的构件应确保在起重机吊杆顶的正下方，严禁采用斜拉、斜吊，严禁起
吊埋于地下或粘结在地面上的构件。
16. 起重机靠近架空输电线路作业或在架空输电线路下行走时，必须与架空输电
线始终保持不小于国家现行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规定的
安全距离。当需要在小于规定的安全距离范围内进行作业时，必须采取严格的安全保
护措施，并应经供电部门审查批准。
17. 采用双机抬吊时，宜选用同类型或性能相近的起重机，负载分配应合理，单
机载荷不得超过额定起重量的 80%。两机应协调起吊和就位，起吊的速度应平稳缓慢。
18. 严禁超载吊装和起吊重量不明的重大构件和设备。
19. 起吊过程中，在起重机行走、回转、俯仰吊臂、起落吊钩等动作前，起重司
机应鸣铃示意。一次只宜进行一个动作，待前一动作结束后，再进行下一动作。
20. 开始起吊时，应先将构件吊离地面 200 ～ 300mm 后停止起吊，并检查起重机
的稳定性、制动装置的可靠性、构件的平衡性和绑扎的牢固性等，待确认无误后，方
可继续起吊。已吊起的构件不得长久停滞在空中。
21. 严禁在吊起的构件上行走或站立，不得用起重机载运人员，不得在构件上堆
放或悬挂零星物件。
22. 起吊时不得忽快忽慢和突然制动。回转时动作应平稳，当回转未停稳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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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反向动作。
23. 严禁在已吊起的构件下面或起重臂下旋转范围内作业或行走。
24. 因故（天气、下班、停电等）对吊装中未形成空间稳定体系的部分，应采取
有效的加固措施。
25. 高处作业所使用的工具和零配件等，必须放在工具袋（盒）内，严防掉落，
并严禁上下抛掷。
26. 吊装中的焊接作业应选择合理的焊接工艺，避免发生过大的变形，冬季焊接
应有焊前预热（包括焊条预热）措施，焊接时应有防风防水措施，焊后应有保温措施。
27. 已安装好的结构构件，未经有关设计和技术部门批准不得用作受力支承点和
在构件上随意凿洞开孔。不得在其上堆放超过设计荷载的施工荷载。
28. 永久固定的连接，应经过严格检查，并确保无误后，方可拆除临时固定工具。
29. 高处安装中的电、气焊作业，应严格采取安全防火措施，在作业处下面周围
10m 范围内不得有人。
30. 对起吊物进行移动、吊升、停止、安装时的全过程应用旗语或通用手势信号
进行指挥，信号不明不得起动，上下相互协调联系应采用对讲机。

第三节

常用起重机具

一、千斤顶
千斤顶是一种用比较小的力就能把重物升高、降低或移动的简单机具，结构简
单、使用方便。它的承载能力可从 1 ～ 300t。顶升高度一般为 300mm，顶升速度可
达 10 ～ 35mm/min。

（一）千斤顶的构造、种类
千斤顶按其构造形式，可分为三种类型 ：即螺旋千斤顶、液压千斤顶和齿条千斤
顶，前两种千斤顶应用比较广泛。
1. 螺旋千斤顶
螺旋千斤顶可以分为固定式螺旋千斤顶、移动式螺旋千斤顶和伞齿轮式螺旋千斤
顶三种。
（1）固定式螺旋千斤顶该千斤顶在作业时，未卸载前不能作平面移动（其构造见
图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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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固定式螺旋千斤顶

（2）移动式螺旋千斤顶它是一种在顶升过程中可以移动的一种千斤顶。移动主要
是靠千斤顶底部的水平螺杆转动，使顶起的重物随同千斤顶作水平移动。因此在设备
安装工作中，用它移动就位很适用（其结构见图 4-26）
7

4

5
6

2

5
1
3

1 －螺杆；2 －轴套；3 －壳体；4 －千斤顶头；5 －棘轮手柄；6 －制动爪；7 －棘轮
图 4-26

移动式螺旋千斤顶

（3）LQ 形固定式螺旋千斤顶（伞齿轮式螺旋千斤顶）它结构紧凑、轻巧，使用
比较方便（其构造见图 4-27）。当往复扳动手柄时，撑牙推动棘轮间歇回转，小伞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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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带动大伞齿轮，使锯齿形螺杆旋转，从而使升降套筒（螺旋顶杆）顶升或下落。转
动灵活、摩擦小，因而操作敏感，工作效率高。

H

h

伞齿轮式螺旋千斤顶起重量 30-500KN（3-50 吨），顶升高度 250-400mm。

图 4-27

LQ 形固定式螺旋千斤顶

2. 液压千斤顶液压千斤顶的工作部分为活塞和顶杆。工作时，用千斤顶的手柄驱
动液压泵，将工作液体压人液压缸内，进而推动活塞上升或下降，顶起或下落重物。
安装工程中常用的 YQ 形液压千斤顶是一种手动液压千斤顶，它重量较轻、工作
效率较高，使用和搬运也比较方便，因而应用较广泛（见图 4-28）。

图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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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齿条千斤顶齿条千斤顶由齿条和齿轮组成，用 1 ～ 2 人转动千斤顶上的手柄，
以顶起重物。在千斤顶的手柄上备有制动时需要的齿轮。
利用齿条的顶端可顶起高处的重物，同时也可用齿条的下脚顶起低处的重物（结
构见图 4-29）。

1―齿条；

2―连接螺钉；
图 4-29

3―棘爪；

4―棘轮

齿条千斤顶

（二）使用千斤顶的安全技术要求
1. 使用前后应拆洗干净，损坏和不符合要求的零件应予以更换，安装好后应检查
各部配件运转是否灵活，对油压千斤顶还应检查阀门、活塞、皮碗是否完好，油液是
否干净，稠度是否符合要求，若在负温情况下使用时，油液应不变稠、不结冻。液压
千斤顶在高温和低温条件下不得使用
2. 选择千斤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千斤顶的额定起重量应大于起重构件的重量，起升高度应满足要求，其最小
高度应与安装净空相适应。
（2）采用多台千斤顶联合顶升时，应选用同一型号的千斤顶，每台的额定起重量
不得小于所分担构件重量的 1.2 倍，应保证同步顶升和降落。
3. 千斤顶应放在平整坚实的地面上，底座下应垫以枕木或钢板，以加大承压面积，
防止千斤顶下陷或歪斜。与被顶升构件的光滑面接触时，应加垫硬木板，严防滑落。
4. 设顶处必须是坚实部位，载荷的传力中心应与千斤顶轴线一致，严禁载荷偏斜。
5. 顶升时，应先轻微顶起后停住，检查千斤顶承力、地基、垫木、枕木垛是否正
常，如有异常或千斤顶歪斜，应及时处理后方可继续工作。
6. 顶升过程中，不得随意加长千斤顶手柄或强力硬压，每次顶升高度不得超过活
塞上的标志，且顶升高度不得超过螺丝杆丝扣或活塞总高度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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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构件顶起后，应随起随搭枕木垛和加设临时短木块，其短木块与构件间的距离
应随时保持在 50mm 以内，严防千斤顶突然倾倒或回油。千斤顶不准作永久支承。如
必须作长时间支承时，应在重量物下面增加支承部件，以保证液压千斤顶不受损坏 ；
8. 齿条千斤顶放松时，不得突然下降，以防止其内部机构受到冲击而损伤，或使
摇把跳动伤人。

二、手拉葫芦
手拉葫芦又叫倒链或神仙葫芦，可用来起吊轻型构件、拉紧扒杆的缆风绳及用在
构件或设备运输时拉紧捆绑的绳索。它适用于小型设备和重物的短距离吊装，一般的
起重量为 10 ～ 100kN，最大可达 200kN，具有结构紧凑、手拉力小、使用稳当、携
带方便、比其他的起重机械容易掌握等优点，它不仅是起重常用的工具，也常用做机
械设备的检修拆装工具，因此是使用颇广的简易手动起重机械。

（一）手拉葫芦的构造
手拉葫芦是由链轮、手拉链、行星齿轮装置、起重链及上下吊钩等几部分组成，
见图 4-30。它的提升机构是靠齿轮传动装置工作的。

图 4-30

1. 起重链

11. 摩擦片

21. 左墙板

31. 外墙板

2. 右墙板

12. 滚柱

22. 吊链板

32. 滚柱

3. 支撑杆甲

13. 轴承外圈

23. 吊销

33. 罩壳

4. 起重链轮

14. 棘轮

24. 挡板

34. 游轮轴

5.5 齿长轴

15. 手链条

25. 弹性档圈

35. 滚针

6. 花键孔齿轮 16. 棘爪弹簧

26. 插销

36. 游轮

7.4 齿短轴

17. 棘爪

27. 导轮

8. 片齿轮

18. 手链轮罩壳 28. 钢套

38. 吊勾

9. 手链轮

19. 弹性挡圈

29. 支撑杆乙

39. 止索卡

10. 制动器座

20. 棘爪销

30. 下勾架

40. 圈头铆钉

37. 吊勾梁

手拉葫芦

（二）手动葫芦（倒链）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使用前应进行检查，倒链的吊钩、链条、轮轴、链盘等应无锈蚀、裂纹、损伤，
传动部分应灵活正常，否则严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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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禁将下吊钩回扣到起重链条上起吊重物 ；不允许用吊钩尖钩持载荷。
附 录
违反安全规则操作的典型事例
（参考件）

斜

超负荷起吊

上升或下降重物的距离超过规定的起升高度

图 4-31

吊

下吊钩回扣到起重
链条上起吊重物

下吊钩组件翻转

抛掷手拉葫芦

手拉葫芦错误使用图示

3. 起吊构件至起重链条受力后，应仔细检查，确保齿轮啮合良好，自锁装置有效
后，方可继续作业。
4. 在 -10℃以下时，起重量不得超过其额定起重值的一半，其他情况下，不得超
过其额定起重值。
5. 应均匀和缓地拉动链条，并应与轮盘方向一致。起重链条不得扭转打结。不得
斜向拽动，应防止跳链、掉槽、卡链现象发生。
6. 倒链起重量或起吊构件的重量不明时，只可一人拉动链条，如一人拉不动应查
明原因，严禁两人或多人一齐猛拉。
7. 操作过程中，严禁任何人在重物下行走或逗留。
8. 齿轮部分应经常加油润滑，棘爪、棘爪弹簧和棘轮应经常检查，严防制动失灵。
9. 倒链使用完毕后应拆卸清洗干净，并上好润滑油，装好后套上塑料罩挂好，妥
善保管。
10. 手拉葫芦的起重链条直径磨损超过 10% 应予报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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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桅杆
起重桅杆也称扒杆，是一种常用简单的起吊机具。它配合卷扬机、滑轮组和绳索
等进行起吊作业。这种机具由于结构比较简单，安装和拆除方便，对安装地点要求不
高、适应性强但技术要求较高等特点，在设备和大型构件安装中广泛使用。
起重桅杆为立柱式，用绳索（缆风绳）绷紧立于地面。绷紧一端固定在起重桅杆
的顶部，另一端固定在地面锚桩上。拉索一般不少于 3 根，通常用 4 ～ 6 根。每根拉
索初拉力约为 10 ～ 20kN，拉索与地面成 30 ～ 45o 夹角，各拉索在水平投影面夹角
不得大于 120o。
起重桅杆可直立地面也可倾斜于地面（与地面夹角一般不小于 80o）。起重桅杆底
部垫以枕木垛。起重桅杆上部装有起吊用的滑轮组用来起吊重物。绳索从滑轮组引出，
通过桅杆下部导向滑轮引至卷扬机。

（一）桅杆的分类
起重桅杆按其材质不同，可分为木桅杆和金属桅杆。木桅杆起重高度一般在 15m
以内，起重量在 20t 以下。木桅杆又可分为独脚、人字和三脚式三种。金属桅杆可分
为钢管式和格构式。钢管式桅杆起重高度在 25m 以内，起重量在 20t 以下。格构式桅
杆起重高度可达 70m，起重量高达 100t 以上。按形式可分为：人字桅杆、牵引式桅杆、
龙门桅杆。

（二）桅杆的安全使用要求
各种桅杆的设计、组装、使用应符合下列安全要求 ：
1. 新桅杆组装时，中心线偏差不大于总支承长度的 1/1000。
2. 多次使用过的桅杆在重新组装时，每 5m 长度内中心线偏差和局部朔性变形不
应大于 20mm。
3. 在桅杆全长内，中心偏差不应大于总支承长度 1/200。
4. 组装桅杆的连接螺栓，必须紧固可靠。
5. 各种桅杆的基础都必须平整坚实，能够承担起重吊装中的冲击荷载，桅杆基础
周边不得积水。

四、电动卷扬机
电动卷扬机由于起重能力大，速度变换容易，操作方便和安全，因此，在起重作
业中是经常使用的一种牵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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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动卷扬机的构成
电动卷扬机主要由卷筒、减速器、电动机和控制器等部件组成（图 4-32）。

3

4

1

2

1―卷筒；2―差速器；3―电动机；4―控制器
图 4-32 电动卷扬机

（二）电动卷扬机的分类
电动卷扬机种类较多，按卷筒分有单筒和双筒两种。按传动方式分又有可逆齿轮
箱式和摩擦式。按起重量分有 0.5t、1t、2t、3t、5t、10t、20t 等。

（三）电动卷扬机的固定方法
1. 固定基础法 ：将电动卷扬机安放在混凝土基础上，用地脚螺栓将其底座固定。
2. 平衡重法 ：将电动卷扬机固定在方木上，前面设置木桩以防滑动，后面加压重
Q，见图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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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50

a

S

b

图 4-33

平衡重法

3. 地锚法 ：通常使用的由卧式地锚或立式地锚（图 4-34 和图 4-35）。
地锚又叫地龙，它应用比较普遍。

S

图 4-34

卧式地锚图

S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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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动卷扬机的安全使用要求
1. 操作前，先用手盘动传动系统，检查各部零件是否灵活，制动装置是否灵敏可靠。
2. 电动卷扬机安放地点应设置防雨棚，防止电气部分受潮失灵，影响正常的吊运
作业。
3. 起吊设备时，电动卷扬机卷筒上钢丝绳余留圈数应不少于 3 圈。
4. 电动卷扬机的卷筒与选用的钢丝绳直径应当匹配。通常卷筒直径应为钢丝绳直
径的 16 ～ 25 倍。
5. 电动卷扬机严禁超载使用。
6. 用多台电动卷扬机吊装设备时，其牵引速度和起重能力应相同，并统一指挥、
统一动作、同步操作。
7. 吊装大型设备时，对电动卷扬机应设专人监护，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进行处理。

五、地锚
地锚是埋入地下用于锚定缆风绳、卷扬机等的设备。起重作业中常用地锚来固定
拖拉绳、缆风绳、卷扬机、导向滑轮等，地锚一般用钢丝绳、钢管、钢筋混凝土预制
件、圆木等做埋件埋入地下做成。
地锚的可靠性直接关系到起重吊装作业的安全，应予高度重视。

（一）地锚的种类
地锚是固定卷扬机必需的装置，常用的形式有三种 ：桩式地锚、平衡重式、坑式
地锚。见图 4-36. 图 4-37.

单桩地锚

双桩地锚
图 4-36

三桩地锚

桩式地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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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木卧式地锚
图 4-37

混凝土地锚
卧式地锚

（二）地锚制作的安全技术要求
1. 起 重 吊 装 使 用 的 地 锚， 应 严 格 按《 建 筑 施 工 起 重 吊 装 工 程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
JGJ276 附录 D 中的方法进行设计和计算后进行制作，并做好隐蔽工程记录，使用时
不准超载。
2. 地锚坑宜挖成直角梯形，坡度与垂线的夹角以 15o 为宜。地锚深度根据现场综
合情况决定。
3. 木质地锚应使用剥皮落叶松、杉木。严禁使用油松、杨木、柳木、桦木、椴木
和腐朽、多节的木料。
4. 卧木上绑扎生根钢丝绳的绳环应牢固可靠，横卧木四角应扣长 500mm 角钢加
固，并于角钢外再扣长 300mm 的半圆钢管保护。
5. 生根钢丝绳的方向应与地锚受力方向一致，拖拉绳与水平面的夹角一般以 30o
以下为宜，地锚基坑出线点（即钢丝绳穿过土层后露出地面处）前方坑深 2.5 倍范围
及基坑两侧 2m 范围以内，不得有地沟、电缆、地下管道等构筑物以及临时挖沟等。
地锚周围不得积水。
6. 重要地锚使用前必须进行试拉，合格后方可使用。埋设不明的地锚未经试拉不
得使用。
7. 地锚使用时应指定专人检查、看守，如发现变形应立即处理或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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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行走式起重机械

在起重作业中常用的行走式起重机械主要有以下几类 ：履带式起重机、汽车式起
重机、轮胎式起重机。

一、履带式起重机
（一）构造
履带式起重机起重量为 16 ～ 4000t，常见的是 50 ～ 150t。因其行走部分为履带
而得名。主要组成部分为 ：发动机（一般为柴油发动机）、传动装置（包括主离合器、
减速器、换向机）、回转机构、行走机构（包括履带、行走支架等）、起升机构（也称
起重机，包括卷扬机构、滑轮组、吊钩）、操作系统（其传递形式采用液压、空气、
电气等方式）、工作装置（起重臂）、其他工作装置（起重、挖土、打桩）以及电器设
备（包括照明、喇叭、马达、蓄电池等）。

（二）特性
履带式起重机操作灵活，使用方便，车身能 360o 回转，并且可以载荷行驶，越
野性能好。但是机动性差；长距离转移时要用拖车或用火车运输，对道路破坏性较大，
起重臂拆接烦琐，工人劳动强度高。履带式起重机适用一般工业厂房吊装。

（三）履带式起重机的安全使用要求
1. 履带式起重机在操作时应平稳，禁止急速的起落钩、回转等动作出现。
2. 起重机械应在平坦坚实的地面上作业、行走和停放。作业时，坡度不得大于
o

3 ，起重机械应与沟渠、基坑保持安全距离。周围不得有障碍物。
3. 禁止斜拉、斜吊和起吊地下埋设或凝结在地面上的重物。
4. 采用双机抬吊作业时，应选用起重性能相似的起重机进行。抬吊时应统一指挥，
动作应配合协调，载荷应分配合理，起吊重量不得超过两台起重机在该工况下允许起
重量总和的 75％，单机的起吊载荷不得超过允许载荷的 80%。在吊装过程中，两台
起重机的吊钩滑轮组应保持垂直状态。并要求统一指挥。抬吊时应先试抬，使操作者
之间相互配合，动作协调，起重机各运转速度尽量一致。
5. 作业时，起重臂的最大仰角不得超过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当无资料可查时，不
得超过 78o。
6. 起重机械工作时，在行走、起升、回转及变幅四种动作中，应只允许不超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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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动作的复合操作。当负荷超过该工况额定负荷的 90% 及以上时，应慢速升降重物，
严禁超过两种动作的复合操作和下降起重臂。
7. 起重机械不宜长距离负载行驶。起重机械负载时应缓慢行驶，起重量不得超过
相应工况额定起重量的 70%，起重臂应位于行驶方向正前方，载荷离地面高度不得大
于 500mm，并应拴好拉绳。
8. 作业结束后，起重臂应转至顺风方向，并应降至 40o ～ 60o 之间，吊钩应提升
到接近顶端的位置，关停内燃机，并应将各操纵杆放在空挡位置，各制动器应加保险
固定，操作室和机棚应关门加锁。
9. 起重机械自行转移时，应卸去配重，缩短起重臂，主动轮应在后面，机身、起
重臂、吊钩等必须处于制动位置，并应加保险固定。
10. 起重机械通过桥梁、水坝、排水沟等构筑物时，应先查明允许载荷后再通过，
必要时应采取加固措施。通过铁路、地下水管、电缆等设施时，应铺设垫板保护，机
械在上面行走时不得转弯。

二、汽车式起重机
汽车式起重机由于使用广泛，而发展很快。常用的汽车式起重机为 16 ～ 50t。

（一）主要构造
汽车式起重机是在专用汽车底盘的基础上，再增加起重机构以及支腿、电气系统、
液压系统等机构组成。行驶与起重作业的操作室分开。

（二）特点
汽车式起重机最大的特点是机动性好，转移方便，支腿及起重臂都采用液压式，
可大大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但是超载性能差，越野性能也不如履带式，对道路的要
求比履带式起重机更严格。

（三）汽车式起重机的安全使用要求
汽车式起重机因超载或支腿陷落造成翻车事故约占事故的 70％以上，因此，在
使用汽车起重机时应特别引起重视。
1. 起重机械工作的场地应保持平坦坚实，符合起重时的受力要求 ；起重机械应与
沟渠、基坑保持安全距离。
2. 必须按照额定的起重量工作，不能超载和违反该车使用说明书所规定的要求
条款 ；
3. 作业前，应全部伸出支腿，调整机体使回转支撑面的倾斜度在无载荷时不大于
1/1000（水准居中）。支腿的定位销必须插上。底盘为弹性悬挂的起重机，插支腿前
应先收紧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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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式起重机的支腿处必须坚实，应增铺垫道木，加大承压面积，在试起吊重物
时，应对支腿加强观察，看看有无陷落现象，以保证使用要求 ；
4. 支腿安放支完，应将车身调平并锁住，才能工作 ；工作时还应注意风力大小，
六级风时应停止工作。
5. 作业中不得扳动支腿操纵阀。调整支腿时应在无载荷时进行，应先将起重臂转
至正前方或正后方之后，再调整支腿。
6. 起重作业前，应根据所吊重物的重量和起升高度，并应按起重性能曲线，调整
起重臂长度和仰角 ；应估计吊索长度和重物本身的高度，留出适当起吊空间。
7. 起重臂顺序伸缩时，应按使用说明书进行，在伸臂的同时应下降吊钩。当制动
器发出警报时，应立即停止伸臂。
8. 汽车式起重机变幅角度不得小于各长度所规定的仰角。
9. 汽车式起重机起吊作业时，汽车驾驶室内不得有人，重物不得超越汽车驾驶室
上方，且不得在车的前方起吊。
10. 起吊重物达到额定起重量的 50% 及以上时，应使用低速挡。
11. 作业中发现起重机倾斜、支腿不稳等异常现象时，应在保证作业人员安全的
情况下，将重物降至安全的位置。
12. 当重物在空中需停留较长时间时，应将起升卷筒制动锁住，操作人员不得离
开操作室。
13. 起吊重物达到额定起重量的 90% 以上时，严禁向下变幅，同时严禁进行两种
及以上的操作动作。
14. 起重机械带载回转时，操作应平稳，应避免急剧回转或急停，换向应在停稳
后进行。
15. 作业后，应先将起重臂全部缩回放在支架上，再收回支腿 ；吊钩应使用钢丝
绳挂牢 ；车架尾部两撑杆应分别撑在尾部下方的支座内，并应采用螺母固定 ；阻止机
身旋转的销式制动器应插入销孔，并应将取力器操纵手柄放在脱开位置，最后应锁住
起重操作室门。

三、轮胎式起重机
（一）主要构造
轮胎式起重机的动力装置是采用柴油发动机带动直流发电机，再由直流发电机发
出直流电传输到各个工作装置的电动机。行驶和起重操作在一室，行走装置为轮胎。
起重臂为格构式，近年来逐步改为箱形伸缩式起重臂和液压支腿。

（二）特性
轮胎式起重机的机动性仅次于汽车式起重机。由于行驶与起重操作同在一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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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简化，使用方便。因采用直流电为动力，可以做到无级变速，动作平稳，无冲击感，
对道路没有破坏性。轮胎式起重机广泛应用于车站、码头装卸货物及一般工业厂房结
构吊装。

（三）轮胎式起重机安全技术要求
可参照汽车式起重机的安全使用要求。

（四）起重机械带载行走时，道路应平坦坚实，载荷应符合使用说明书
的规定，重物离地面不得超过 500mm，并应拴好拉绳，缓慢行驶。起重量
不得超过相应工况额定起重量的 50%。
（五）起吊重物达到额定起重量的 90% 以上时，严禁向下变幅，同时
严禁进行两种及以上的操作动作。

第五节

构件与设备吊装

大型构件和设备安装技术是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吊装技术是大型构件和
设备安装技术的主要内容。大型构件和设备吊装技术的分类 ：大型吊车吊装技术、桅
杆起重机吊装技术、走线滑车吊装技术、集群千斤顶液压提升技术、滑移法吊装技术、
特殊吊装技术。

一、大型吊车的吊装
大型吊车吊装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吊车提升重物的能力，通过吊车旋转、变
幅等动作，将工件吊装到指定的空间位置。

（一）技术特点与适用范围
1. 吊装工艺计算简单。
2. 劳动强度低。
3. 工效高，施工速度快。
4. 控制相对集中。
5. 自动化程度高，自动报警功能先进。
6. 人机适应性好，操作简单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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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型吊车的吊装的分类
1. 单机吊装 ：即在吊车允许的回转范围和吊装半径内实现一定重工件的吊装，不
需要再采取其他辅助措施。
2. 单机滑移 ：在单机滑移时，主吊车臂杆不回转，只是吊钩提升，提升的速度应
与工件底部滑移的速度相协调，保持主吊车的吊钩处于垂直状态。
3. 双机抬吊 ：双机抬吊工件时，应事先精确设计吊耳的不同位置，使工件按合理
的比例分配。抬吊时，应注意两台吊车协同动作，以防互相牵引产生不利影响。吊车
抬吊时，吊车的起重能力要打折计算，打折幅度一般为 75 ～ 85％。
4. 双机滑移 ：兼有双机抬吊与单机滑移的特性。双机滑移时，工件尾部可以采用
吊军递送，也可以采用尾排溜送。
5. 多机抬吊 ：吊车数量多于三台时应采用平衡轮、平衡梁等调节措施来调整各吊
车的受力分配。同时每台吊车都要乘以 75％的折减系数。
6. 偏心夺吊 ：偏心夺吊的主吊车可以为一台或两台。应事先精确计算工件的重心
位置和吊点位置、设备腾空后的倾斜角度和夺吊力。夺吊力产生的倾覆力矩不应该使
吊车的总倾覆力矩超出允许范围。

（三）大型吊车吊装的安全使用要求
1. 双吊车吊装时，两台主吊车宜选择相同规格型号的大吊车，其吊臂长度、工作
半径、提升滑轮组跑绳长度及吊索长度均应相等。
2. 辅助吊车吊装速度应与主吊车相匹配。
3. 根据三点确定一个刚体在空间方位的原理，溜尾最好采用单吊点。
4. 吊车吊钩偏角不应大于 3o。
5. 吊车不应同时进行两种动作。
6. 多台吊车共同作业时，应统一指挥信号与指挥体系，并应有指挥细则。
7. 多吊车吊装应进行监测，必要时应设置平衡装置。
8. 辅助吊车松钩时，立式设备的仰角不宜大于 75o。
9. 工件底部使用尾排移送时，尾排移送速度应与吊车提升速度匹配 ；立式设备脱
离尾排时其仰角应小于临界角。
10. 当采用吊车配合回转铰扳转工件时，吊车应位于工件侧面而不应在危险区内 ；
回转铰的水平分力要有妥善的处理措施。

二、桅杆滑移法吊装
桅杆滑移法吊装是利用桅杆起重机提升滑轮组能够向上提升这一动作，设置尾排
及其他索具配合，将立式静置工件吊装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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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特点与适用范围
桅杆滑移法吊装技术有以下特点 ：
1. 工机具简单。
2. 桅杆系统地锚分散，其承载力较小。
3. 滑移法吊装时工件承受的轴向力较小。
4. 滑移法吊装一般不会对设备基础产生水平推力。
5. 作业覆盖面广。
6. 桅杆可灵活布置。

（二）桅杆滑移法吊装技术分类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桅杆滑移法吊装技术应该是发展最悠久、体系较完善的大
型构件和设备吊装技术。桅杆滑移法的技术分类如下 ：
1. 倾斜单桅杆滑移法。吊装机具为一根单金属桅杆及其配套系统。主桅杆倾斜布
置，吊钩在空载情况下自然下垂，基本对正设备的基础中心（预留加载后桅杆的顶部
挠度）。在吊装过程中，主桅杆吊钩提升设备上升，设备下部放于尾排上，通过牵引
索具水平前行逐渐使设备直立。设备脱排后，由主桅杆提升索具将设备吊悬空，由溜
尾索具等辅助设施调整，将工件就位（图 4-38）。

（a）侧面图；
图 4-38

（b）正面图
单桅杆滑移吊装

2. 双桅杆滑移法。主要吊装机具为两根金属桅杆及其配套系统。两根主桅杆应处
于直立状态，对称布置在设备的基础两侧。在吊装过程中，两根主桅杆的提升滑轮组
抬吊设备的上部，设备下部放于尾排上，同时通过牵引索具拽拉使设备逐步直立到就
位（参见图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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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面图
双桅杆滑移吊表

3. 双桅杆高基础抬吊法。此方法主要吊装机具的配置与双桅杆滑移法基本相同，
但是由于工件基础较高，吊装过程的受力分析与双桅杆滑移法不同。在同样的重量下，
高基础抬吊时桅杆系统的受力较大，力的变化也比较复杂，它的几何状态决定了起升
滑轮组和溜尾拖拉绳的受力大小（图 4-40）。

（a）侧面图

（b）正面图
图 4-40

双桅杆高基础吊装

4. 直立单桅杆夺吊法。主要吊装机具为一根金属桅杆及其配套系统。主桅杆滑轮
组提升工件上部，工件下部设拖排。为协助主桅杆提升索具向预定方向倾斜而设置索
吊（引）索具以防止设备（工件）碰撞桅杆，并保持一定的间隙直到使其转向直立就
位（图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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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吊索具

（a）正面图

（b）侧面图
图 4-41

直立桅杆夺吊

此方法不仅适用于完成工件高度低于桅杆的吊装任务，而且也能完成工件高度高
于桅杆的吊装任务。当工件高度比桅杆低许多时，一般设一套夺吊索具，夺吊点宜布
置在动滑轮组上。当工件高度接近或超过桅杆高度时，吊装较困难，一般需设两套吊
索具方能使工件就位。一套宜布置在动滑轮组部位，另一套宜布置在工件底部。
5. 倾斜单桅杆偏吊法。主要吊装机具为一根金属桅杆及其配套系统。主桅杆倾斜
一定的角度布置，并且主吊钩应该预先偏离基础中心一定的距离。工件吊耳偏心并稍
高于重心。工件在主桅杆提升滑轮组与尾排的共同作用下起吊悬空，呈自然倾斜状态，
然后在工件底部加一水平夺吊（引）索具将工件拉正就位（图 4-42）。

夺吊索具

就位调整索具

图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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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龙门桅杆滑移法。由于一般的金属桅杆本体上的吊耳是偏心设置的，因此桅杆
作用时不但承受较大的轴向压力，同时还存在着较大的弯矩，吊装能力受到抑制龙门
桅杆通过上横梁以铰接的方式将两根单桅杆联结成门式桅杆，铰接点一般设在桅杆顶
部正中。吊装过程中，工件设一个或两个吊耳，通过绑扎在龙门桅杆横梁上的滑轮组
提升，工件底部设尾排配合提升，其运动方式与双桅杆滑移法相似（图 4-43）。

（a）侧面图
图 4-43

（b）正面图

龙门桅杆滑移吊装

（三）桅杆滑移法吊装安全技术要求
1. 吊装系统索具应处于受力合理的工作状态，否则应有可靠的安全措施。
2. 当提升索具、牵引索具、溜尾索具、夺吊索具或其他辅助索具不得不相交时，
应在适当位置用垫木将其隔开。
3. 试吊过程中，发现有下列现象时应立即停止吊装或者使工件复位，判明原因妥
善处理，经有关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试吊 ：
（1）地锚冒顶、位移 ；
（2）钢丝绳抖动 ；
（3）设备或机具有异常声响、变形、裂纹 ；
（4）桅杆地基下沉 ；
（5）其他异常情况。
4. 工件吊装抬头前，如果需要，后溜索具应处于受力状态。
5. 工件超越基础时，应与基础或地脚螺栓顶部保持 200mm 以上的安全距离。
6. 吊装过程中应监测桅杆垂直度和重点部位（主风绳及地锚、后侧风绳及地锚、
吊点处工件本体、提升索具、跑绳、导向滑轮、主卷扬机等）的变化情况。
7. 采用低桅杆偏心提吊法，并且设备为双吊点、桅杆为双吊耳时应及时调整两套
提升滑轮组的工作长度并注意监测，以防设备滚下尾排。
8. 桅杆底部应采取封固措施，以防止桅杆底部因桅杆倾斜或者跑绳的水平作用而
发生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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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吊装过程中，工件绝对禁止碰撞桅杆。

三、桅杆扳转法吊装
桅杆扳转法吊装是指在立式静置设备或构件整体安装时，在工件的底部设置支撑
回转铰链，用于配合桅杆，将工件围绕其铰轴从躺倒状态旋转至直立状态，以达到吊
装工件就位的目的。
桅杆扳转法吊装工艺适用范围 ：桅杆扳转法吊装技术适用于重型的塔类设备和构
件的吊装，但不适用于工件基础过高的工件吊装。

（一）桅杆扳转法吊装技术分类
桅杆扳转法吊装的方法很多，但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使用桅杆作为主要机具，工
件底部设回转铰链，吊装受力分析基本一致。下面对桅杆扳转法吊装技术做一个简单
分类。
1. 按工件和桅杆的运动形式划分。
（1）单转法 ：吊装过程中，工件绕其铰轴旋转至直立而桅杆一直保持不动（图
4-44）。

图 4-44

单转法吊装示意图

（2）双转法 ：吊装过程中，工件绕其铰轴旋转而桅杆也绕本身底铰旋转，当工件
回转至直立状态时桅杆基本旋转至躺倒状态。因此双转法也称为扳倒法。在双转法中，
桅杆的旋转方向可以离开工件基础也可倒向工件基础（图 4-45）。

图 4-45
·136·

双转法吊装示意图

第四章

起重吊装安全技术

2. 按桅杆的形式划分。
（1）单桅杆扳转法 ；
（2）双桅杆扳转法 ；
（3）人字（A 字）桅杆扳转法 ；
（4）门式桅杆扳转法。
3. 按工件上设置的扳吊点的数量划分。
（1）单吊点扳吊：工件上设一个或一对吊点。当工件本体强度和刚度较大时适用。
（2）多吊点扳吊 ：当工件柔度过大或强度不足时，可在工件上设置多组吊点，采
取分散受力点的方法保证工件吊装强度，控制工件不变形，而无须对工件采取加固措
施（图 4-46）。

图 4-46

多吊点板吊示意图

4. 按桅杆底部机构划分。
（1）立基础扳转法 ：用于扳立工件的桅杆具有独立的基础，吊装过程中对基础产
生的水半分力由专门的锚点予以平衡 ；
（2）共用底铰扳转法 ：在采用双转法扳吊工件时，桅杆底部的回转铰链与工件底
部的怛转铰链共用用一个铰支座。目前成熟的桅杆扳法吊装方法有以下五种 ：单桅杆
单转法、双桅杆单转法、单桅杆双转法、人字（A 字）桅杆双转法、门式桅杆双转法。

（二）桅杆扳法吊装安全技术要求
1. 避免工件在扳转时产生偏移，地锚应用经纬仪定位。
2. 单转法吊装时，桅杆宜保持前倾 1±0.5o 的工作状态 ；双转法吊装时，桅杆与
工件间宜保持 89o±0.5o 的初始工作状态。
3. 重要滑轮组宜串人拉力表监测其受力情况。
4. 前扳起滑轮组及索具与后扳起滑轮组及索具预拉力（主缆风绳预拉力）应同时
进行调整。
5. 桅杆竖立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桅杆顶部扳起绳扣脱落，吊装前必须解除该固定
措施。
·137·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内部学习资料

施工安全技术 C1

6. 为保证两根桅杆的扳起索具受力均匀，应采用平衡装置。
7. 应在工件与桅杆扳转主轴线上设置经纬仪，监测其顶部偏移和转动情况。顶部
横向偏差不得大于其高度的 1/1000，且最大不得超过 600mm。
8. 塔架（例如火炬塔、电视塔）柱脚应用杆件封固。
9. 双转法吊装时，在设备扳至脱杆角之后，宜先放倒桅杆，以减少溜尾索具的受力。
10. 对接时，如扳起绳扣不能及时脱杆，可收紧溜放滑轮组强制其脱杆，以避免
扳起绳扣以后突然弹起。

四、无锚点吊推法吊装
目前在我国相当数量的特大型设备吊装，仍然以桅杆吊装为主。施工作业人员从
无数吊装实例中总结出一种无锚点吊装工法，这是一种先进的吊装技术。
无锚点吊装技术的方法很多，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利用自平衡装置的运动达到吊装
工件就位的目的。自平衡起重装置由工件和推杆等吊装用具共同组成的一个封闭系统，
突破了被吊物体作为被平衡对象的传统观念，而将其作为实现起重装置自平衡的一种
必要手段。在这个系统里，当工件绕其下部铰链旋转竖立时，仅由系统内所受重力的
相互作用而在工件纵轴线的旋转平面内实现稳定平衡。自平衡起重装置实现稳定平衡
时，不需要也不应有重力以外的其他外力作用，故也称内平衡装置。
无锚点吊装法和其他桅杆吊装方法比较，有以下优点 ：
1. 提高了施工安全性。吊装工作都在地面进行，避免了高空作业，而且在吊装过
程中，门架和设备刚离地面时受力最大，以后逐渐减少，故比较安全。
2. 减少了辅助性工作量和材料消耗量。由于无须缆风绳和锚点，从而减少了设置
缆风绳和锚点的材料和工作量。由于无需专门竖立和拆除桅杆，从而缩短了工期。
3. 减少了施工用地。施工用地少，对技改工程非常有利，对土建工程影响也小。
4. 改善了受力状况。由于设备底部始终不离开铰链，基础可承受部分载荷，而且
前吊点可远高于设备重心，减轻了吊装机具的负荷，因此，能用较小的机具吊装较重
的设备。门架高度低于其他桅杆起重机的高度，与同断面的桅杆相比，起重能力可提
高 1 倍。
5. 可实现吊装机具、索具及吊耳、铰链等的通用化设计，能使吊装工艺达到标准
化施工的目的。

（一）吊推法吊装
吊推法是既吊又推的吊装工艺，吊推法是以门架的水平位移来达到工件直立的
目的。
无锚点吊推法是采用吊推门架及前、后挂滑轮，推举滑轮组，铰链钢排、滑道、
设备底铰链等，组成一内部力系平衡机构，门架底部用滑轮组与工件底部的旋转铰链
轴杆相连形成推举滑轮组 ；门架顶部横梁用滑轮组与工件前（后）吊挂点相连，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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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挂滑轮组，通过门架机构的内部机构运作，将设备推起、就位实现设备安装
过程。
施工中门架为吊具，门架底部用滑轮组与工件底部的旋转铰链轴杆相连形成推举
滑轮组，整个吊装过程实际上相似于连杆机构的运动。门架顶部横梁用滑轮组与工件
前（后）吊挂点相连，组成前（后）挂滑轮组。门架上不需要设缆风绳，工件吊装时
产生的水平力，由推举滑轮组索具拉紧时相互抵消。跑绳拉力引向卷扬机与卷扬机锚
点得以平衡。无锚点吊推工艺与传统方法有较大差异，特别在几何尺寸方面要求较严，
适宜在施工场地狭小的情况下起吊大型设备，而且辅助设备少。
其吊装工艺原理为 ：利用门架式起重桅杆，在顶部横梁上对称设置双套前挂起升
机构，均拴在塔架主肢上 ；当前挂机构收紧时，使得塔架抬头，后挂机构收紧扳倒门
架，使得塔架继续起升，推举机构收紧，使得塔架趋向垂直。（见图 4-47，图 4-48）

图 4-47

吊推系统吊具吊索配置

S1 －起重滑轮组拉力； S2 －卷扬机牵引力； S3 －制动滑轮组拉力；
R －回转铰链反力； G －设备重力；D －地锚
图 4-48

吊推系统吊具吊索受力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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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用范围
无锚点吊推法特别适用于施工场地狭窄、地势复杂、无法布置缆风绳和现场障碍
物多同时设备自身应具有一定刚度的场合，多适合于大型塔类设备和构筑物的整体吊
装实践证明，无锚点吊推法安全、高效，在受限场地大型设备和构件的吊装施工中具
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三）无锚点吊推法吊装安全技术要求
1. 门架是工件吊推的重要机具，应检查门架制造和承载试验的证明文件，合格后
方可使用。
2. 对工件在吊装中各不利状态下的强度与稳定性应进行核算，必要时采取加固
措施。
3. 工件底部铰链组焊接要严格按技术要求进行，焊缝要经过 100％无损探伤。
4. 在门架的上、下横梁中心划出标记，用经纬仪随时监控门架左右的侧向移动量，
及时反馈给指挥者以便调整。
5. 门架两立柱上应挂设角度盘来进行监测。
6. 门架底部的滚道上标出刻度，以此监测两底座移动的前后偏差。
7. 溜尾滑轮组上下两端的绑扎绳应采取同一根绳索对折使用，严禁使用单股钢丝
绳，以防滑轮组钢丝绳打绞。
8. 雨天或风力大于四级时不得进行吊推作业。

五、移动式龙门桅杆吊装
移动式龙门桅杆是受龙门吊的启发而设计出来供在工地上使用的一种吊装机具。
吊装时，将移动龙门桅杆竖立在安装现场指定位置，确定龙门上横梁吊点的纵向投影
线与工件就位时的纵轴线重合，然后在龙门架上拴挂起升用滑轮组，或在上横梁上安
装起重小车。一切就绪后，将工件起吊到指定高度，通过大车行走或小移动，将工件
吊装到指定位置后降落直至就位。

（一）移动式龙门桅杆的组成
移动式龙门桅杆一般都是由自行设计且满足一定功能的标准杆件和特殊构件构
成，具体包括 ：
1. 上横梁。大型龙门架的上横梁一般为箱形梁或桁架梁。
2. 立柱或支腿。在安装工程中，为了简化制造和安装，立柱（支腿）为格构式桅
杆标准节。
3. 行走机构。龙门架可采用卷扬机牵引或设置电动机自行控制其行走。
4. 轨道。行走轨道分为单轨和双轨，当大车带载行走时，最好是在每侧设双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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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龙门架的稳定性 ；单轨一般仅供龙门架空载行走，当吊装作业时须将龙门架底
部垫实或在龙门架顶部设置缆风绳。
5. 节点。龙门架立柱与上横梁之间的节点按照刚性对称设计，两侧底座按照不能
侧移的铰接点考虑。
6. 小车。上横梁上可以设置起重小车，也可以直接绑扎起升滑轮组，不设小车。

（二）技术特点与适用范围
移动式龙门桅杆适合于安装高度不高的重型工件吊装，尤其是在厂房已经建好、
设备布局紧凑、场地狭窄等不能使用大型吊车吊装的情况下，能完成卸车、水平移动、
吊装就位的连续作业。该方法工艺简单，操作灵活，指挥方便 ；施工机具因地制宜选
择，结构简单，制造组装方便。

（三）移动式龙门桅杆吊装安全技术要求
1. 龙门架的制作与验收必须遵守现行《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5）
的要求。
2. 在施工现场，应标出龙门架的组对位置、工件就位时龙门架所到达的位置以及
行走路线的刻度，以监测龙门架两侧移动的同步性，要求误差小于跨度的 1/2000。
3. 如果龙门架上设置两组以上起吊滑轮组，要求滑轮组的规格型号相同，并且选
择相同的卷扬机。成对滑轮组应该位于与大梁轴线平行的直线上，前后误差不得大于
两组滑轮组间距的 1/3000。
4. 如果需要四套起吊滑轮组吊装大型工件，应该采用平衡梁。
5. 如果龙门架采用卷扬机牵引行走，卷扬机的型号应该相同，同一侧的牵引索具
选用一根钢丝绳做串绕绳，这样有利于两侧底座受力均匀，保证龙门架行走平衡、同
步，其行走速度应为 0.05m/s 以下。
6. 轨道的平行度误差小于 1/2000 ；跨度的误差小于 1/5000 且不大于 10mm，两侧
标高误差小于 10mm。
7. 轨道基础要夯实处理，满足承载力的要求，跨越管沟的部位需要采取有效的加
固措施。
8. 如果工件吊装需要龙门架的高度很大，应该对龙门架采取缆风绳加固措施。
9. 就位过程中，工件下落的速度要缓慢，且不得使工件在空中晃动，对位准确方
可就位，不得强行就位。

六、滑移法
（一）技术特点与适用范围
滑移法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施工方法，它具有设备工艺简单、施工速度快、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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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点。广泛用于周边支承的网架施工、桥梁工程中架设钢梁或预应力混凝土梁、钢
结构屋盖安装以及大型设备在特定条件下的安装。

（二）滑移系统的组成
滑移系统依照其功能和复杂程度，可划分为导向系统、牵引系统、液压执行系统、
电气系统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等。随牵引方式的不同，其系统组成有所差异。
1. 导链牵引的滑移系统。
导向承重系统 ：包括轨道或滑槽，滚轮或滑块、托架支撑，可能还配有导向轮。
牵引系统 ：l0t 以下导链，在轨道梁面上每隔 3 ～ 6m 预埋一个挂环作为反力平衡
锚点的绑扎点。
控制方式 ：一般在轨道上标明刻度，采用人工读数的办法控制各牵引点的同步，
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2. 卷扬机牵引的滑移系统。
导向承重系统：包括轨道或滑槽，滚轮或滑块，托架支撑，一般需要配有导向轮。
牵引系统 ：包括卷扬机、滑轮组、导向滑轮、钢丝绳。在轨道端部预埋吊耳作为
反力平衡锚点的绑扎点。
控制方式 ：一般在轨道上标明刻度，采用人工读数的方式控制各牵引点的同步，
或在工件上拖挂盘尺显示其行进刻度，同步控制要求很严格。
3. 液压牵引的滑移系统。
导向承重系统 ：液压牵引一般采用滑槽和滑块进行滑移，在混凝土中间隔 l ～ 3m
预埋铁件，固定滑槽（槽钢）。
牵引系统 ：穿芯注压千斤顶，钢绞线，反力平衡架，钢绞线存贮装置，钢绞线固
定锚具。当每个牵引点采用单只液压千斤顶时，工件的滑移过程是不连续的，当千斤
顶进油时工件运动，千斤顶回油时工件则处于暂时停顿。为使得液压牵引系统连续工
作，可采用双缸串联技术。将两只千斤顶前后串联，运行时使其行程相反，这样在作
业的任一时刻总有一个在伸缸，一个在缩缸，位移也就可以不间断地连续进行了。
液压执行系统 ：一般由一台泵站提供动力，包括油箱、油泵、控制阀组、高压
橡皮胶管、液压油、过滤器等。为保证泵站在高温季度连续运行时液压油温不高于
60oC，还应配备风冷却装置。
电气系统 ：主要功能是传感检测、液压驱动和动力供电。通过传感检测电路，将
液压行程、牵引位移量等信号输入计算机系统 ；通过液压驱动电路，将计算机指令传
递给液压控制阀组；通过动力供电网络，提供牵引等系统 380V、220V、24V 等各种交、
直流电源，并且有抗干扰电源等安全措施。电气系统由配电箱、行程传感器、位移传
感器、控制柜、单点控制箱和泵站控制箱等部分组成。
计算机控制系统 ：主要功能是控制液压牵引器的集群牵作用，并将牵引偏差、启
停加速度、牵引负载动态变化等控制在设计允许的范围内。一般采用两级控制。第一
级是直接数字控制，控制液压执行系统进行作业 ；第二级是自动监督控制，对第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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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参数、控制算法的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进行监控和自动修正，并通过多因素模
糊处理技术、故障自动检测调整、系统自适应和容错技术、实现了牵引系统运行的智
能化、自动化。计算机在控制系统由前端高速采样机、后台微机等硬件以及相关软件
组成。

（三）滑移法安全技术要求
1. 对刚度、强度不足的杆件如檀条等，应采取措施，以防滑移变形。
2. 对滑移单元的划分，应考虑到连接的方便，并确保其形成稳定的刚度单元，否
则应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
3. 滑移轨道的安装应按设计方案进行，确保有足够的预埋件、铺设精度，其安装
过程应按吊车轨道的安装标准施工。
4. 对所有滑行使用的起重机械进行完好检查，如刹车灵敏度、钢丝绳有无破损。
5. 滑道接口处的不平及毛刺要修整好，以防滑行时卡位。
6. 统一指挥信号。
7. 滑行中发现异常情况，必须立即停滑，找出原因方可继续滑移。
8. 采用滑块与滑槽进行滑移时，一定要充分进行滑道润滑。滑块的材质硬度宜高
于滑槽。
吊装作业必须遵守“十不吊”“八严禁”的原则。
“十不吊”即 ：指挥信号不明或违章指挥不吊 ；超载或重量不明不吊 ；起重机超
跨度或未按规定打支腿不吊 ；工件捆绑不牢或捆扎后不稳不吊 ；吊物上面有人或吊钩
直接挂在重物上不吊 ；钢丝绳严重磨损或出现断股及安全装置不灵不吊 ；工件埋在地
下或冻住不吊；光线阴暗视线不清或遇六级以上强风、大雨、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不吊；
棱角物件无防护措施、长 6 米以上或宽大物件无牵引绳不吊 ；斜拉工件不吊。
“八严禁”即 ：严禁人员站在起吊区域内或从吊起的货物底下钻过 ；严禁站在死
角或敞车边上 ；严禁站在起吊物件上 ；严禁用手校正吊高半米以上的物件 ；严禁用手
脚伸入已吊起的货物下方直接取垫衬物 ；严禁重物下降时快速重放 ；严禁用起重机拉
动车辆和撞击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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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运输机械
特种设备及其准入

一、特种设备准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
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本法的其他
特种设备。
建筑工程施工中，建筑材料的垂直运输和施工人员的上下，需要依靠垂直运输设
备。垂直运输机械是指承担垂直运输建筑材料或供施工人员上下的起重机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建设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大，垂直运输机械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于建筑施工活动。垂直运输机械对提高工程质量、降低人力成本和缩短工期都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施工现场使用的垂直运输机械属
于特种设备的范畴。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经营、使用，实施分类的、全过程的安
全监督管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
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进入施工现场的垂直运输机械，
应当随附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
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并在设备显著位置设置产品铭牌、安全警
示标志及其说明。垂直运输机械进场，总包单位宜按表 5-1 要求审查。未固定有产品
标牌、无备案证、安装资质证、未履行安装告知手续和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设备严禁
安装使用。
表 5-1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垂直运输机械进场审查表
监理单位：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出厂日期

设备产品标牌固定情况

设备备案证编号

设备产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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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拆方案审批情况

设备最大安装高度

设备拟安装高度

设备安装位置坐标

拟设附着道数

设备最大幅度

设备拟安装幅度

设备额定起重量

安装单位及资质等级

计划使用期限

安装告知日起

审查人：

项目经理：

垂直运输机械

专业监理工程师：

二、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评估
根据《建设部关于发布建设事业“十一五”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公告第 659 号的规定，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的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
机应由有资质评估机构评估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建设部第 659 号文件规定了各类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的使用年限。超过规定
使用年限的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普遍存在设备结构疲劳、锈蚀、磨损、变形等安
全隐患。文件规定超过使用年限的应由有资质评估机构评估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对超过设计规定相应载荷状态允许工作循环次数的建筑起重机械，应作报废处理。
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进行安全评估 ：
（一）塔式起重机 ：630kN·m 以下（不含 630kN·m）、出厂年限超过 10 年（不
含 10 年）；630 ～ 1250kN·m（不含 1250kN·m）、出厂年限超过 15 年（不含 15 年）；
1250kN·m 以上（含 1250kN·m）、出厂年限超过 20 年（不含 20 年）；
（二）施工升降机 ：出厂年限超过 8 年（不含 8 年）的 SC 型施工升降机 ；出厂年
限超过 5 年（不含 5 年）的 SS 型施工升降机 ；
（三）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安全评估的最长的有效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塔式起重机 ：630kN·m 以下（不含 630kN·m）评估合格最长有效期为 1 年 ；
630 ～ 1250kN·m（不含 1250kN·m）评估合格最长有效期为 2 年；1250kN·m 以上（含
1250kN·m）评估合格最长有效期为 3 年 ；
2. 施工升降机 ：SC 型评估合格最长有效期为 2 年，SS 型评估合格最长有效期为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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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起重机

塔式起重机是臂架安装在垂直的塔身顶部的可回转臂架型起重机，简称塔机，俗
称塔吊。
塔式起重机是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所使用的常用垂直运输机械。它的主要作用是
重物的垂直运输和施工现场内的短距离水平运输。
随着建筑业的飞速发展，对塔式起重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为了在建筑生产安监过程中，更好地对塔式起重机的使用全过程实施监控，因此，我
们要对塔式起重机的有关基本知识及安全使用知识和塔式起重机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进行学习。

一、塔式起重机的分类
塔式起重机分类有很多种，从其主体结构与外形特征考虑，基本上可以按照架设
方式、变幅方式、回转方式和附着方式区分。

（一）按架设方式
自升式塔式起重机按架设方式分为快装式塔机和非快装式塔机，目前广泛使用的
自升式塔机为非快装式塔机。

（二）按变幅方式
1. 小车变幅式
这类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固定在水平位置上，变幅是通过起重臂上的运行小车来
实现的，它能充分利用幅度，起重小车可以开到靠近塔身的地方，变幅迅速，但不能
调整仰角。
除了上面这种最常见的小车变幅式塔机以外，最近几年流行起来一种小车变幅式
塔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塔头，而且取消了拉杆，上部结构形状呈水平且均为刚性结
构，它就是平头式塔机。平头式塔机没有传统塔机那种塔头、平衡臂、吊臂及拉杆之
间的铰接连接方式，因此平头塔机安装拆卸简单、容易、快捷、省时，由于取消了塔
头，安装时节省了部分高度，实际上降低了安装起重机械的要求。
2. 动臂变幅式
这类塔式起重机的吊钩滑轮组的定滑轮固定在吊臂头部，起重机变幅由改变起重
臂的仰角来实现，这种塔式起重机可以充分发挥起重高度。
3．折臂变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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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塔式起重机的基本特点是小车变幅式，同时吸收了动臂变幅式的某些优点。
它的吊臂由前后两段（前段吊臂永远保持水平状态，后段可以俯仰摆动）组成，也配
有起重小车，构造上与小车变幅式的吊臂、小车相同。

（三）按回转方式
1. 上回转塔式起重机
我们常见的塔式起重机大多是上回转式塔式起重机。上回转塔式起重机将回转支
承，平衡重等主要机构均设置在上端，工作时塔身不回转，而是通过支承装置安装在
塔顶上的转塔（起重臂、平衡臂及塔帽等组成）旋转。其优点是由于塔身不回转，可
简化塔身下部结构、顶升加节方便。缺点是 ：当建筑物超过塔身高度时，由于平衡臂
的影响，限制起重机的回转，同时重心较高，风压增大，压重增加，使整机总重量增
加。如图 5-1。
2. 下回转塔式起重机
下回转塔式起重机除承载能力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由于平衡重放在塔身下
部的平台上。所以整机重心较低，安全性高 ；由于大部分机构均安装在塔身下部平台
上，使维护工作方便，减少了高空作业。但由于平台较低，为使起重机回转方便，必
须安装在离开建筑物有一定安全距离的位置处。如图 5-2。

（四）按附着方式
1. 附着式
塔机安装在建筑物一侧，底座固定在专门的基础上或将行走台车固定在轨道上，
随着塔身的自行加节升高，每间隔一定高度用专用杆件将塔身与建筑物连接，依附在
建筑物上。
附着式塔机是我国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安装形式，塔机由其他起重设备安装至
基本高度后，即可由自身的顶升机构，随建筑物升高将塔身逐节接高，附着和顶升过
程可利用施工间隙进行，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且建筑物仅承受由塔机附着杆件所传
递的水平载荷，一般无需特别加固。施工结束后，塔机的拆卸可按安装逆程序进行，
不需另设拆卸设备。
2. 内爬式
塔机安装在建筑物内部，支承在建筑物电梯井内或某一开间内，依靠安装在塔身
底部的爬升机构，使整机沿建筑物内通道上升。
内爬式塔机主要应用于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塔身高度固定，塔机自重较轻，利用
建筑物的楼层进行爬升，在塔机起升卷筒的容绳量内，其爬升高度不受限制。但塔机
全部重量支承在建筑物上，建筑结构需作局部加强，与建筑设计联系比较密切。其爬
升须与施工进度协调。施工结束后，需用特设的屋面起重机或辅助起重设备将塔机解
体卸至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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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转自升式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方式及外形结构示意图
8

9

7
10
11
12

起重量（KN）

6

5
4
3
2
1

13
14

1―底架即行走机构；2―压重；3―架设及变幅机构；4―起升机构；5―变幅定滑轮组；
6―变幅动滑轮组；7―塔顶撑架；8―臂架拉绳，承座；9―起重臂；10―吊钩滑轮；
11―司机室；12―塔身：13―转台；14―回转支撑装置
图 5-2 下回转快装式塔式起重机外形结构示意图
·148·

第五章

垂直运输机械

二、塔式起重机的型号及性能参数
（一）塔式起重机的型号
塔机型号编制方式极其多样化。过去，我国对此曾作出统一规定（见下表 5-2）。
目前，此项规定虽仍执行，但很多塔机生产厂家还有一套表达方式。法、德、意等国
的政府部门均未对塔机型号编制方式作出统一规定，而由各厂家自行处理。
1.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编制，见表 5-2。
表 5-2
组
名称

塔式起重机型号分类及表示方法（JG/T5093）

型
代号

名称

特性
代号

代号

塔
式
起
重
机

Q
T

主参数代号

名称

代号

上回转塔式起重机

QT

Z（道）

上回转自升式塔式起重机

QTZ

A（下）

下回转塔式起重机

QTA

K（快）

快捷式塔式起重机

QTE

轨
道
式

产品

汽车式

Q

QIQ

汽车式塔式起重机

QTQ

轮胎式

L

QIL

轮胎式塔式起重机

QTL

履带式

U

QIU

履带式塔式起重机

QTU

组合式

H

QIH

组合式塔式起重机

QTH

名称

单位

标示

额
定
起
重
力
矩

KNm

主参数
乘 10-1

例如 ：QTZ80B 塔吊型号含义如下 ：
QT—塔式起重机（Q—起，T—塔）
Z—上回转自升式
80—主参数 ：起重力矩 800kN·m（80t·m）
B—设计序号 ：B 为第二次改进设计型
2. 国内一些厂家自编
塔机型号表达的主参数主要有两种 ：一为额定起重力矩，二为最大臂长及臂端起
重量，现就几种典型编制方式介绍如下。
近年来，国内一些塔机制造厂开始采用具有自己企业特征的型号编制方式，即以
厂名代号、注册品牌代替类组代号或以塔机英文第一个字母（TowerCrane）TC 代替
类组代号，省略形式特性代号，以最大幅度（m）和最大幅度起重量（kN）两个基本
参数代号代替主参数代号。
标记示例如下。
（1）四川建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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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编号 C7050，表示塔机最大臂长为 70m，此时起重量 50kN。
（2）广西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牛头牌 NTP）：
厂家编号为 NTP4513（QTZ63），表示塔机最大臂长为 45m，此时起重量 13kN。
（3）中联重科 ：
厂家编号为 TC5613（QTZ80H），表示塔机最大臂长为 56m，此时起重量 13kN。
3. 国际标准
目前，许多塔式起重机厂家仍采用国外的标记方式进行编号，根据国外标准，用
塔机最大臂长（m）于臂端（最大幅度）处所能吊起的额定重量（kN）两个主参数来
标记塔机的型号。如 TC5613B，其意义为 ：
T ：塔的英语第一个字母（Tower）
C ：起重机英语第一个字母（Crane）
56 ：最大臂长 56m
13 ：臂端起重量 13kN（1.3t）
B ：设计序号

（二）塔式起重机的性能参数
塔式起重机的技术参数是选择使用塔机的主要依据。塔机参数包括基本参数及主
参数。塔式起重机以公称起重力矩为主参数。公称起重力矩是指起重臂为基本臂长时
最大幅度与相应起重量的乘积。参数其名称及定义示于表 5-3
表 5-3
名词术语

塔机常用参数及定义（据 GB/T5031）
定

义

1. 幅度

塔式起重机置于水平场地时，吊钩垂直中心线与回转中心线的水平距离。

2. 起升高度

塔机运行或固定独立状态时，空载、塔身处于最大高度、吊钩处于最小幅度处。
吊钩支承面对塔饥基准面的允许最大垂直距离。

3. 额定起升载荷

在规定幅度时的最大起升载荷，包括物品、取物装置（吊梁、抓斗、起重电
磁铁等）的重量

4. 最大起重力矩

最大额定起重量重力与其在设计确定的各种组合臂长中所能达到的最大工作
幅度的乘积。

5. 安全距离

塔机运动部分与周围障碍物之间的最小允许距离。

6. 慢降速度

起升滑轮组为最小倍率，吊有该倍率允许的最大额定起重量，吊钩稳定下降
时的最低速度。

7. 工作状态

塔机处于司机控制之下进行作业的状态（吊载运转、空载运转或间歇停机）。

8. 非工作状态

已安装架设完毕的塔机，不吊载，所有机构停止运动，切断动力电源，并采
取防风保护措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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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起升速度

起吊各稳定运行速度挡对应的最大额定起重量，吊钩上升过程中稳定运动状
态下的上升速度。

10. 小车变幅速度

对小车变幅塔机，起吊最大幅度时的额定起重量、风速小于 3m/S 时，小车稳
定运行的速度。

11. 全程变幅时间

对动臂变幅塔机，起吊最大幅度时的额定起重量、风速小于 3m/s 时，臂架仰
角从最小角发到最大角度所需要的时间。

12. 回转速度

塔机在最大额定起重力矩载荷状态、风速小于 3m/s、吊钩位于最大高度时的
稳定回转速度。

13. 行走速度

塔式起重机空载，风速小于 3m/s，起重臂平行于轨道方向稳定运行的速度。

14. 轨距

轨道塔机两条钢轨中心线之间的水平距离。

15. 轴距

轨道塔机前后轮轴的中心距。

16. 自重

不包括压重，平衡重塔机全部自身的重量。

（三）塔式起重机的组成
1. 塔式起重机基础
（1）固定式塔机的基础
常用的塔机基础型式包括以下 4 种 ：板式基础 ；桩基承台式混凝土基础 ；组合式
基础 ；十字形基础。目前，以板式基础使用最为广泛。
使用单位应根据塔机原制造商提供的载荷参数设计制造混凝土基础。混凝土强度
等级不宜低于 C35，基础表面平整度偏差小于 1/1000，塔机基础底部土壤承载力一般
不小于 200KPa。
（2）固定式塔机板式基础的荷载
塔机混凝土基础应能承受工作状态和非工作状态下的最大载荷，并应满足塔机抗
倾翻稳定性的要求。
塔机使用说明书通常提供一种典型的基础施工图，但都有地耐力要求。如地耐
力达不到要求，应根据说明书提供的参数按《塔式起重机混凝土基础工程技术规程》
JGJ/T187 进行设计校核。塔式起重机板式基础计算简图见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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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起重机板式基础计算简图

（3）当塔机基础底标高接近边坡坡底或基坑底，并符合下列要求之一时，可不作
地基稳定性验算（图 5-4）：
A.a 不小于 2.0m，c 不大于 1.0m，不小于 130kN/m2，且地基持力层下无软弱下卧层；

β

a

b

c

h

d

B. 或采用桩基础。

a—基础底面外边缘至坡顶的水平距离；b—垂直于坡顶边缘的基础底面边长；
c—基础底面至坡（坑）底的竖向距离；d—基础埋置深度；β—边坡坡脚。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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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塔式起重机组成
塔式起重机是一种固定在混凝土基础或者安装在起重机轨道上，塔身直立、起重
臂回转的起重机械（图 5-1）。塔机主要由金属结构、工作机构、电气系统和安全装
置等四部分组成。
（1）金属结构
塔机金属结构基础部件包括底架、塔身、回转总成、塔帽、起重臂、平衡臂、拉
杆、附着等部分。
①底架。塔机底架结构的构造形式由塔机的结构形式（上回转和下回转）、行走
方式（轨道式或轮胎式）及相对于建筑物的安装方式（附着及自升）而定。
②塔身。塔身是塔式起重机结构的主体，支撑着塔式起重机上部的重量和载荷的
重量，通过底架或者行走台车直接传到塔式起重机基础上，其本身还要承受弯矩或者
垂直压力。塔身结构大多由角钢焊接而成，也有采用圆钢、矩形钢管焊成的，现今塔
式起重机大多采用方形断面。
③塔帽。塔帽结构形式多样，有竖直式、前倾式及后倾式之分。同塔身一样，主
弦杆采用无缝钢管、圆钢、角钢或组焊方钢管制成，腹杆用无缝钢管或角钢制作。
目前，无塔帽塔机使用逐渐多见。
④起重臂。起重臂为小车变幅臂架，一般采用正三角形断面。
俯仰变幅臂架多采用矩形断面格桁结构，由角钢或钢管组成，节与节之间采用销
轴连接或法兰盘连接或盖板螺栓连接。臂架结构钢材选用 16Mn 或 Q235。
⑤平衡臂。上回转塔机的平衡臂多采用平面框架结构，主梁采用槽钢或工字钢，
连系梁及腹杆采用无缝钢管或角钢制成。重型自升塔机的平衡臂常采用三角断面格桁
结构。
（2）工作机构
塔机一般设置有起升机构、变幅机构、回转机构、液压顶升机构和行走机构。这
四个机构是塔机最基本的工作机构。
①起升机构。塔机的起升机构绝大多数采用电动机驱动。常见的驱动方式是 ：
A. 滑环电动机驱动 ；
B. 双电机驱动（高速电动机和低速电动机，或负荷作业电机及空钩下降电机）。
②变幅机构 ：
A. 动臂变幅式塔机的变幅机构用以完成动臂的俯仰变化。
B. 水平臂小车变幅式塔机。小车牵引机构的构造原理同起升机构，采用的传动方
式是 ：变极电机一少齿差减速器或圆柱齿轮减速器、圆锥齿轮减速器一钢绳卷筒。
③回转机构。塔机回转机构目前常用的驱动方式是 ：滑环电机→液力偶合器→少
齿差行星减速器→开式小齿轮→大齿圈（回转支承装置的齿圈）。
轻型和中型塔机只装 1 台回转机构，重型的一般装用 2 台回转机构，而超重型塔
机则根据起重能力和转动质量的大小，装设 3 台或 4 台回转机构。
④液压顶升机构。液压顶升机构一般由泵站、液压缸、操纵阀、液压锁、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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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油器、高低压管道等原件组成。
⑤行走机构。轻、中型塔机采用 4 轮式行走机构，重型采用 8 轮或 12 轮行走机构，
超重型塔机采用 12 ～ 16 轮式行走机构。
（3）电气系统
塔机的电气系统由电源、电气设备、导线和低压电器组成。从塔式起重机配备的
开关箱接电，通过电缆送至驾驶室内空气开关再到电气控制柜，由设在操作室内的万
能转换开关或联动台发生主令信号，对塔式起重机各机构进行操作控制。
（4）安全装置
为 了 保 证 塔 式 起 重 机 的 安 全 作 业， 根 据 现 行《 塔 式 起 重 机 设 计 规 范 》（GB/
T13752）、
《塔式起重机》
（GB/T5031-2008）和《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GB5144-2006）
的规定，塔机必须配备各类安全保护装置。安全装置的设置如下（见图 5-7）：
①起重力矩限制器
A. 起重力矩限制器主要作用是防止塔机起重力矩超载的安全装置，避免塔机由
于严重超载而引起塔机倾覆等事故。力矩限制器仅对塔机臂架的垂直平面内的超载力
矩起保护作用，对风载、轨道的倾斜或陷落等引起的倾翻倾覆力矩不起作用。
目前，塔机使用的力矩限制器有两种，一种是机械式力矩限制器 ；另一种是电子
式力矩限制器。电子式力矩限制器通过外围传感器测量当前的载重、力臂值（幅度），
通过中央处理器进行计算，然后与额定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相关控制。
塔式起重机力矩限制器控制定码变幅的触点或控制定幅变码的触点应分别设置，
且能分别调整。（见图 5-5）
B. 根据力矩限制器的构造和塔式起重机形式的不同，它可安装在塔帽、起重臂根
部和端部等部位。
C. 当起重力矩大于相应工况额定值并小于额定值的 110％时，应切断上升和幅度
增大方向电源，但机构可做下降和减小幅度方向的运动。对小车变幅的塔机，起重力
矩限制器应分别由起重量和幅度进行控制。
D. 对小车变幅的塔机，其最大变幅速度超过 40m/min，在小车向外运行，且起重
力矩达到额定值的 80% 时，变幅速度应自动转换为不大于 40m/min 的速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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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机械式力矩限制器示意图

图 5-6

电子式力矩限制器示意图

②起重量限制器
起重量限制器的作用是保护起吊物品的重量不超过塔机的允许的最大起重量，是
用以防止塔机的吊物重量超过最大额定荷载，避免发生结构、机构及钢丝绳损坏事故。
起重量限制器根据构造不同可装在起重臂头部、根部等部位。
当起重量大于相应档位的额定值并大于额定值的 110％时，应切断上升方向的电
源，但机构可做下降方向运动。具有多档变速的起升机构，限制器应对各档位具有防
止超载的作用。

图 5-7

机械式起重量限制器示意图

③起升高度限位器
A. 起升高度限位器是用来限制吊钩接触到起重臂头部或与载重小车之前或是下
降到最低点（地面或地面以下若干米）以前，使起升机构自动断电并停止工作，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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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起重钩起升过度而碰坏起重臂的装置。可使起重钩在接触到起重臂头部之前，起升
机构自动断电并停止工作。

图 5-8

塔式起重机的安全保护装置

B. 对动臂变幅的塔机，对动臂变幅的塔机，当吊钩装置顶部升至起重臂下端的最
小距离为 800mm 处时，应能立即停止起升运动，对没有变幅重物平移功能的动臂变
幅的塔机，还应同时切断向外变幅控制回路电源，但应有下降和向内变幅运动。
对小车变幅的塔机，吊钩装置顶部升至小车架下端的最小距离为 800mm 处时，
应能立即停止起升运动，但应有下降运动。
C. 所有型式塔机，当钢丝绳松弛可能造或卷筒乱绳或反卷时应设置下限位器，在
吊钩不能再下降或卷筒上钢丝绳只剩 3 圈时应能立即停止下降运动。
④幅度限位器及变幅小车保护装置
A. 幅度限位器是用来限制吊钩不超过极限位置防止吊钩撞坏起重臂架的装置。当
塔机作业中吊钩到达最大或最小幅度之前发出警报，当达到限定位置时，能够自动切
断电源。
B. 动臂式塔机的幅度限制器是用以防止臂架在变幅时，变幅到仰角极限位置时（一
般与水平夹角为 63 ～ 70o 之间时）切断变幅机构的电源，使其停止工作，同时还设
有机械止档，以防臂架因起幅中的惯性而后翻。小车运行变幅式塔机的幅度限制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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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防止运行小车超过最大或最小幅度的两个极限位置。
一般小车变幅限位器是安装在臂架小车变幅卷扬机卷筒上，用多功能行程限位开
关来控制。
C. 对动臂变幅的塔机，应设置最小幅度限位器和防止臂架反弹后倾装置。对小车
变幅的塔机，应设置小车行程限位开关和终端缓冲装置。限位开关动作后应保证小车
停车时其端部距缓冲装置最小距离为 200mm。
D. 小车断绳保护装置
对小车变幅塔机应设置双向小车变幅断绳保护装置。见图 5-9

a）

图 5-9

变幅小车断绳保护装置

b）

图 5-10

变幅小车防坠落装置

E. 变幅小车防坠落装置
对小车变幅塔机应设置小车防坠落装置，即使车轮失效小车也不得脱离臂架坠落。
见图 5-7。
⑤行程限位器
A. 小车行程限位器 ：即前述幅度限位器，目的是防止小车越位而造成安全事故。
B. 大车行程限位器 ：用于轨道式塔机，包括设于轨道两端尽头的制动缓冲装置和
制动钢轨以及装在起重机行走台车上的终点开关，用来防止起重机脱轨。
⑥回转限位器
无集电器的塔式起重机应安装回转限位器且工作可靠。塔机回转部分在非工作状
态下应能自由旋转 ；对有自锁作用的回转机构，应安装安全极限力矩联轴器。
⑦夹轨钳
装设于行走底架（或台车）的金属结构上，用来夹紧钢轨，防止起重机在大风情
况下被风力吹动而行走造成塔机出轨倾翻事故的装置。
⑧障碍指示灯
塔机必须在起重机的最高部位（臂架、塔帽或人字架顶端）安装红色障碍指示灯，
并保证供电不受停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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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钢丝绳防脱槽装置
主要用以防止钢丝绳在传动过程中，脱离滑轮槽而造成钢丝绳卡死和损伤。滑轮、
起升卷筒及动臂变幅卷简均应设有钢丝绳防脱装置，该装置表面与滑轮或卷筒侧板外
缘间的间隙不应超过钢丝绳直径的 20％，且不得大于 3mm。装置可能与钢丝绳接触
的表面不应有棱角。

起升卷扬机钢丝绳防脱装置
图 5-11

吊钩钢丝绳防脱装置

塔式起重机的钢丝绳防脱装置

⑩吊钩防脱钩保护装置
吊钩防脱钩装置是安装在吊钩挂绳处的一种防止起吊钢丝绳由于角度过大或挂钩
不正确时，造成起吊钢丝绳脱钩，吊物坠落事故的装置。塔机吊钩保险一般采用自重
式，靠重臂控制挡板阻止钢丝绳的滑脱。
⑪ 爬升装置防脱功能
自升式塔机应具有可靠的防止在正常加节、降节作业时，爬升装置从塔身支承中
或油缸端头从其连接结构中自行（非人为操作）脱出的功能。

图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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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塔机安全监控系统
A. 报警装置
塔机应装有报警装置。在塔机达到额定起重力矩和 / 或额定起重量的 90％以上时，
装置应能发出断续的声光报警。在塔机达到额定起重力矩和 / 或额定起重量的 100％
以上时，装置应能发出连续清晰的声光报警，且只有在降低到额定工作能力 100％以
内时报警才能停止。
B. 显示记录装置
塔机应安装有显示记录装置。该装置应
以图形和 / 或字符方式向司机显示塔机当前主
要工作参数和额定能力参数。主要工作参数
至少包含当前工作幅度、起重量和起重力矩 ；
额定能力参数至少包含幅度及对应的额定起
重量和额定起重力矩。对可改变安装配置（如
改变臂长、起升倍率）的塔机。见图 5-13。
显示装置显示的额定能力参数应与实际
配置相符。显示精度误差不大于实际值的 5％；

图 5-13

塔式起重机显示记录装置

记录至少应存储最近 1.6×104 个工作循
环及对应的时间点。
系统应具备 GPS/ 北斗智能地图，应对塔机运行工况参数实现远程监控，对违规
操作实现实时远程报警。
C. 区域保护和防碰撞保护

图 5-14

塔式起重机防碰撞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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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风速仪
起重臂根部铰点高度大于 50m 的塔机，应该配备风速仪，风速仪应该设在塔机
顶部的不挡风处。塔机运行时，当风速超过 4 级（大于 7.9m/s）时，有声光预警，当
风速超过 6 级（大于 13.8m/s）时，有停止作业的报警。

（四）塔式起重机的主要零部件
吊钩、滑轮与钢丝绳、制动器等是塔式起重机重要的配件。在选用和使用中应按
规范进行检查，达到报废标准及时报废。
1. 吊钩的报废标准。见第四章 4.6 吊钩。
2. 滑轮、卷筒的报废标准。
按现行《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GB5144-2006）规定，当发现下列情况之一者
应予以报废 ：
（1）裂纹或轮缘破损。
（2）卷筒壁磨损量达原壁厚的 10％。
（3）滑轮绳槽壁厚磨损量达原壁厚的 20％。
（4）滑轮槽底的磨损量超过相应钢丝绳直径的 25％。
3. 起升机构制动器零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以报废 ：
（1）可见裂纹 ；
（2）制动块摩擦衬垫磨损量达原厚度的 50％ ；
（3）制动轮表面磨损量达 1.5 ～ 2mm ；
（4）弹簧塑性变形 ；
（5）电磁铁杠杆系统空行程超过其额定行程的 10％。

（五）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拆卸方案
塔式起重机安装拆卸的安全技术管理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容易造成重大事故，
高度重视塔式起重机安装、拆除方案的编制是控制安全事故的重要环节。塔式起重机
安装、拆卸专项施工方案是指导作业人员实施安装、拆卸作业的重要文件。专项施工
方案应根据塔式起重机使用说明书和作业场地的实际情况编制，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
关标准的规定。专项施工方案应由本单位技术、安全、设备等部门审核、技术负责人
审批后，经监理单位批准实施。
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拆卸方案，包括拆装作业的程序、方法和要求。合理、正确的
拆装方案，不仅是指导拆装作业的技术文件，也是拆装质量、安全以及提高经济效益
的重要保证。由于各类型塔式起重机的结构不同，因而其拆装方案的内容也各不相同。
1. 安装专项施工方案内容
（1）工程概况 ；
（2）安装位置平面和立面图 ；
（3）所选用的塔式起重机型号及性能技术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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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础和附着装置的设置 ；
（5）爬升工况及附着节点详图 ；
（6）安装顺序和安全质量要求 ；
（7）主要安装部件的重量和吊点位置 ；
（8）安装辅助设备的型号、性能及布置位置 ；
（9）电源的设置 ；
（10）施工人员配置 ：作业工位的布置、人员配备（分工种、等级）以及承担的
工序分工 ；
（11）吊索具和专用工具的配备 ；
（12）安装工艺程序 ；关键部位的调整工艺的应达到的技术条件 ；
（13）安全装置的调试 ；
（14）重大危险源和安全技术措施 ；
（15）应急预案等。
2. 塔式起重机拆卸专项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
（1）工程概况 ；
（2）塔式起重机位置的平面和立面图 ；
（3）拆卸顺序 ；
（4）部件的重量和吊点位置 ；
（5）拆卸辅助设备的型号、性能及布置位置 ；
（6）电源的设置 ；
（7）施工人员配置 ；
（8）吊索具和专用工具的配备 ；
（9）重大危险源和安全技术措施 ；
（10）应急预案等。
3. 编制方案的依据。
塔式起重机拆装方案编制的主要依据是 ：
（1）国家有关塔式起重机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规程。
（2）随机的使用、拆装说明书、整机、部件的装配图、电气原理及接线图等。
（3）已有的拆装方案及过去拆装作业中积累的技术资料。
（4）其他单位的拆装方案或有关资料。
4. 方案编制要求。
为使编制的拆装方案达到先进、合理，应正确处理拆装进度、质量和安全的关系。
方案编制有以下要求 ：
（1）拆装方案的编制，一方面应结合本单位的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还
应考虑工艺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因而必须在总结本单位拆装经验和学习外单位的先进
经验基础上，对拆装工艺不断地改进和提高。
（2）在编制拆装程序及进度时，应以保证拆装质量为前提。如果片面追求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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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必要的作业程序，将留下使用中的事故隐患，即便能在安装后的检验验收中发现，
也将造成重大的返工损失。
（3）塔式起重机拆装作业的关键问题是安全，拆装方案中，应体现对安全作业的
充分保证。编制拆装方案时，要充分考虑改善劳动和安全条件，尤其是高空作业中拆
装工人的人身安全以及拆装机械的不受损害。
（4）针对数量较多的机型，可以编制典型拆装方案，使它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
于数量较少的其他机型，可以典型拆装方案为基准，制定专用拆装方案。
（5）编制拆装方案要正确处理质量、安全和速度、经济等的关系。在保证质量和
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安排人员组合和各工种的相互协调，尽可能减少工序问不平衡而
出现忙闲不均。尽可能减少部件在工序间的运输路程和次数，以减轻劳动强度。集中
使用辅助起重、运输机械，减少作业台班。
5. 拆装方案的编制步骤。
（1）认真学习有关塔式起重机的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仔细研究塔式起重机生
产厂使用说明书中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图纸。掌握塔式起重机的原始数据、技术参数，
拆装方法、程序和技术要求。
（2）制定拆装方案路线。一般按照拆装的先后程序，应用网络技术，制定拆装方
案路线。一般自升塔式起重机的安装程序是 ：铺设轨道基础或固定基础→安装行走台
车及底架→安装塔身基础节和两个标准节→安装斜撑杆→放置压重→安装顶升套架和
液压顶升装置→组拼安装转台、回转支承装置→承座及过渡节→安装塔帽和驾驶室→
安装平衡臂→安装起重臂和变幅小车，穿绕起升钢丝绳→顶升接高标准节到需要高度。
塔式起重机的拆卸程序是安装的逆过程。
6. 拆装方案的审定。
拆装方案制定后应先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和拆装专业队的熟练工人研究讨论，经再
次修改由企业技术负责人审定后报监理审批。
根据拆装方案将拆装作业划分为若干个工位来完成，按照每个工位所负担的作业
任务编订工艺卡片。在每次拆装作业前，按分工下达工艺卡片，使每个拆装工人明确
岗位职责以及作业的程序和方法。拆装作业完成后，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修
改拆装方案、使之更加完善，达到优质、安全、快速拆装塔式起重机的目的。

（六）塔机的安装拆卸
塔式起重机安装、拆卸作业应配备下列人员 ：
持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机械管理人员 ；
具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的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起重司机、起
重司索信号工等特种作业操作人员。
1. 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塔式起重机安装前，必须经维修保养，并应进行全面的检查，确认合格后方可安
装。以防止隐患存在，确保安全作业。
·162·

第五章

垂直运输机械

（1）检查路基和轨道铺设或混凝土固定基础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2）对所拆装塔机的各机构、各部位、结构焊缝、重要部位螺栓、销轴、卷扬机
构和钢丝绳、吊钩、吊具以及电气设备、线路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若发
现下列问题应修复或更换后方可进行安装 ：
①目视可见的结构件裂纹及焊缝裂纹 ；
②连接件的轴、孔严重磨损 ；
③结构件母材严重锈蚀 ；
④结构件整体或局部塑性变形，销孔塑性变形。
（3）对自升塔式起重机顶升液压系统的液压缸和油管、顶升套架结构、导向轮、
挂靴爬爪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对拆装人员所使用的工具、安全带、安全帽等进行全面检查，不合格者立即更换。
（5）检查拆装作业中的辅助机械，如起重机、运输汽车等必须性能良好，技术要
求能保证拆装作业需要。
（6）检查电源闸箱及供电线路，保证电力正常供应。
（7）检查作业现场有关情况，如作业场地、运输道路等是否已具备拆装作业条件。
（8）技术人员和作业人员符合规定要求。
（9）安全措施已符合要求。
2. 拆装作业中的安全技术。
（1）塔式起重机的拆装作业必须在白天进行，如需要加快进度，可在具备良好的
照明条件的夜间做一些地面拼装工作。不得在大风、浓雾和雨雪天进行。安装、拆卸、
加节或降节作业时，塔机的最大安装高度处的风速不应大于 9.0m/s。
（2）在拆装作业的全过程，必须保持现场的整洁和秩序。周围不得堆存杂物，以
免妨碍作业并影响安全。对放置起重机金属结构的下面，必须垫放枋子，防止损坏结
构或造成结构变形。
（3）安装架设用的钢丝绳及其连接和固定，必须符合标准和满足安装上的要求。
（4）在进行逐件组装或部件安装之前，必须对部件各部分的完好情况、连接情况
和钢丝绳穿绕情况、电气线路等进行全面检查。
（5）在拆装起重臂和平衡臂时，要始终保持起重机的平衡，严禁只拆装一个臂就
中断作业。
（6）在拆装作业过程中，如突然发生停电、机械故障、天气骤变等情况不能继续
作业，或作业时间已到需要停休时，必须使起重机已安装、拆卸的部位达到稳定状态
并已锁固牢靠，所有结构件已连接牢固，塔顶的重心线处于塔底支承四边中心处，再
经过检查确认妥善后，方可停止作业。
（7）安装时应按安全要求使用规定的螺栓、销、轴等连接件，螺栓紧固时应符合
规定的预紧力，螺栓、销、轴都要有可靠的防松或保护装置。
（8）在安装起重机时，必须将大车行走限位蕃置和限位器碰块安装牢固可靠。并
将各部位的栏杆、平台、护链、扶杆、护圈等安全防护装置装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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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装作业的程序，辅助设备、索具、工具以及地锚构筑等，均应遵照该机使
用说明书中的规定或参照标准安装工艺执行。
3. 顶升作业的安全技术。
（1）顶升前必须检查液压顶升系统各部件连接情况，并调整好顶升套架导向滚轮
与塔身的间隙，然后放松电缆，其长度略大于顶升高度，并紧固好电缆卷筒。
（2）顶升作业必须在专人指挥下操作，非作业人员不得登上顶升套架的操作台，
操作室内只准 1 人操作，严格听从信号指挥。
（3）风力在四级以上时不得进行顶升作业。如在作业中风力突然加大时，必须立
即停止作业，并使上下塔身连接牢固。
（4）顶升时必须使起重臂和平衡臂处于平衡状态，并将回转部分制动住。严禁回
转起重臂及其他作业。顶升中如发现故障必须立即停止顶升进行检查，待故障排除后
方可继续顶升。如短时间内不能排除故障，应将顶升套架降到原位并及时将各连接螺
栓紧固。
（5）在拆除回转台与塔身标准节之间的连接螺栓（销子）时，如出现最后一处螺
栓拆装困难应将其对角方向的螺栓重新插入，再采取其他措施。不得以旋转起重臂动
作来松动螺栓（销子）。
（6）顶升时必须确认顶升撑脚稳妥就位后，方可继续下一动作。
（7）顶升工作中随时注意液压系统压力变化，如有异常应及时检查调整。还要有
专人用经纬仪测量塔身垂直度变化情况并做好记录。
（8）顶升到规定高度后，必须先将塔身附在建筑物上方可继续顶升。
（9）拆卸过程顶升时注意事项同上。但锚固装置决不允许提前拆卸，只有降到附
着节时方可拆除。
（10）安装和拆卸工作的顶升完毕后，各连接螺栓应按规定的预紧力紧固，顶升
套架导向滚轮与塔身吻合良好，液压系统的左右操纵杆应在中间位置，并切断液压顶
升机构的电源。
4. 附着锚固作业的安全要求
当塔式起重机作附着使用时，附着装置的设置和自由端高度等应符合使用说明书
的规定。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单位应当委托原安装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的安装单位按
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施工总承包单位应组织使用单位、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监理
单位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禁止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的标准节和附着装置。
（1）建筑物预埋附着支座处的受力强度必须经过验算，能满足塔式起重机在工作
或非工作状态下的载荷。当附着水平距离、附着间距等不满足使用说明书要求时，应
进行设计计算、绘制制作图和编写相关说明。
（2）应根据建筑施工总高度、建筑结构特点以及施工进度要求等情况确定附着方案。
（3）在装设附着框架和附着杆时要通过调整附着杆的长度，保证塔身的垂直度。
（4）附着框架应按使用说明书规定位置安装，尽可能设置在塔身标准节的节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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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处，箍紧塔身，附着框处塔身对角处应设斜撑加固。
（5）随着塔身的顶升接高而增设的附着装置应及时附着于建筑物。附着装置以上
的塔身自由高度应严格执行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6）布设附着支座处必须加配钢筋并适当提高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7）拆卸塔式起重机时应随着降灌塔身的进程拆除相应的附着装置。严禁在落塔
之前先拆除附着装置。
（8）拆除附着装置时塔式起重机最大高度处的风速应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且
风速不得超过 9.0m/s。
（9）附着装置的安装、拆卸、检查及调整均应有专人负责并遵守高空作业安全操
作规程的规定。
5. 内爬升作业的安全技术。
内爬式塔式起重机的基础、锚固、爬升支承结构等应根据使用说明书提供的荷载
进行设计计算，并应对内爬式塔式起重机的建筑承载结构进行验算。
（1）内爬升作业应在白天进行。风速超过 9.0m/s 时应停止作业。
（2）爬升时应加强上部楼层与下部楼层之间的联系，遇有故障及异常情况，应立
即停机检查，故障未经排除，不得继续爬升。
（3）爬升过程中禁止进行起重机的起升、回转、变幅等各项动作。
（4）起重机爬升到指定楼层后，应立即拔出塔身底座的支承梁和支腿，并通过爬
升框架固定在楼板上，同时要顶紧导向装置或用楔块塞紧，使起重机能承受垂直和水
平载荷。
（5）内爬升塔式起重机的固定间隔一般不得小于 3 个楼层。
（6）凡置有固定爬升框架的楼层，在楼板下面应增设支柱做临时加固。搁置起重
机底座支取梁的楼层下方两层楼板，也应设置支柱做临时加固。
（7）每次爬升完毕后，楼板上遗留下来的开孔，必须立即用钢筋混凝土封闭。
（8）起重机完成内爬作业后，必须检查各固定部位是否牢靠，爬升框架是否固定
好，底座支承梁是否紧固，楼板临时支撑是否妥善等，确认无遗留问题存在，方可进
行吊装作。

（七）塔式起重机的自检、监督检验和验收
塔式起重机安装后，安装单位应按《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
技术规程》自检，自检合格提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第三方监督检验，监督检验合格出
具有检验报告书后，提交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监理
单位共同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验收内容按《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
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执行。
塔式起重机的使用单位应当在塔式起重机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
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
当置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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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施工单位应当在验收后三十日内将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移交塔式起重机使用
单位。使用单位应当将其存入该设备的安全技术档案。

（八）塔式起重机的安全使用
1. 塔机司机应具备的条件。
（1）年满 18 周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2）不得患有色盲、听觉障碍。矫正视力不低于 5.0（原标准 1.0）。
（3）不得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贫血、癫痫、眩晕、断指等疾病及妨碍起重作业
的生理缺陷。
（4）经有关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2. 安全使用。
塔式起重机的使用应遵照国家和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同
时也要遵守使用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
（1）日常检查和使用前的检查。
①基础。对于轨道式塔机应对轨道基础、轨道情况进行检查，对轨道基础技术状
况警出评定，并消除其存在问题。对于固定式塔机应检查其混凝土基础是否有不均匀
的沉降。
②起重机严禁越过无防护设施的外电架空线路作业。在外电架空线路附近吊装时，
起重机的任何部位或被吊物边缘在最大偏斜时与架空路边线的最小安全距离应符合表
5-4 规定。
表 5-4

起重机与架空线路边线的最小安全距离

电压（kV）

＜1

10

35

110

220

330

500

沿垂直方向（m）

1.5

3.0

4.0

5.0

6.0

7.0

8.5

沿水平方向（m）

1.5

2.0

3.5

4.0

6.0

7.0

8.5

③检查塔机金属结构和外观结构是否正常 ；
④各安全装置和指示仪表是否齐全有效 ；
⑤主要部位的连接螺栓是否有松动 ；
⑥钢丝绳磨损情况及各滑轮穿绕是否符合规定 ；
⑦塔机的接地，电气设备外壳均应与机体的连接是否符合规范的要求 ；
⑧配电箱和电源开关设置应符合要求 ；
⑨塔身。动臂式和尚未附着的自升式塔式起重机，塔身上不得悬挂标语牌。
（2）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
①作业前应进行空运转，检查各工作机构、制动器、安全装置等是否正常 ；
②塔机司机与要现场指挥人员配合好；同时，司机对任何人发出的紧急停止信号，
均应服从 ；
③不得使用限位作为停止运行开关 ；提升重物，不得自由下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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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严禁拔桩、斜拉、斜吊和超负荷运转，严禁用吊钩直接挂吊物、用塔机运送人员；
⑤作业中任何安全装置报警，都应查明原因，不得随意拆除安全装置 ；
⑥当风速超过 12.0m/s 时应停止使用 ；
⑦施工现场装有 2 台以上塔式起重机时，2 台塔机距离应保证低位的起重机臂架
端部与另一台塔身之间至少有 2m ；高位起重机最低部件与低位起重机最高部件之间
垂直距离不得小于 2m ；
⑧作业完毕，将所有工作机构开关转至零位，切断总电源 ；
⑨在进行保养和检修时，应切断塔式起重机的电源，并在开关箱上挂警示标志。
（3）定期检查要求
除每月总包单位按《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 表 B17 塔式起重机检查评分
表检查评分外，塔机产权单位至少每月一次，对塔机的工作机构、安全装置、制动器、
钢丝绳的磨损及端头固定、液压系统、润滑系统、螺栓销轴等处进行仔细检查，根据
工作环境、工作级别和使用程度，塔机的检查周期可缩短。

第三节

建筑施工升降机

一、施工升降机的概念和分类
（一）施工升降机的概念。
施工升降机是指用吊笼载人、载物沿导轨做上下运输的施工机械。货用施工升降
机是用于运载货物，禁止运载人员的施工升降机 ；
建筑施工升降机（又称外用电梯、施工电梯，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是一种使用
工作笼（吊笼）沿导轨架作垂直（或倾斜）运动用来运送人员和物料的机械，是临
时安装的、带有导向的平台、吊笼或其他运载装置可在建设施工工地各层站停靠的
升降机械。
施工升降机可根据需要的高度到施工现场进行组装，一般架设高度可达 100m，
用于超高层建筑施工时可达 200m 以上，目前国内最高施工升降机架设高度已达 600
米以上。
施工升降机可借助本身安装在顶部的电动吊杆组装，也可利用施工现场的塔吊等
起重设备组装。另外由于吊笼和平衡重的对称布置，故倾覆力矩很小，立柱又通过附
着于建筑结构牢固连接（不需缆风绳），所以受力合理可靠。
施工升降机为保证使用安全，本身设置了必要的安全装置，这些装置应该经常保
持良好的状态，防止意外事故。由于施工升降机结构坚固，拆装方便，不用另设机房，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民用高层建筑施工、桥梁、矿井、水塔的高层物料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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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垂直运输。

（二）施工升降机的分类
建筑施工升降机按驱动方式分为：齿轮齿条驱动（SC 型）、卷扬机钢丝绳驱动（SS
型）和混合驱动（SH 型）三种。
SC 型升降机的吊笼内装有驱动装置，驱动装置的输出齿轮与导轨架上的齿条相
啮合，当控制驱动电动机正、反转时，吊笼将沿着导轨上、下移动。
SS 型升降机的吊笼沿导轨架上、下移动是借助于卷扬机正反转来收、放钢丝绳
来实现的。图 4-15 是齿条传动双吊笼施工升降机示意图。

1―天轮架；2―吊杆；3―吊笼；4―导轨架；5―电缆；6―后附墙架；
7―前附墙架；8―护栏；9―配重；10―吊笼；11―基础。
图 5-15 施工升降机整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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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导轨架的结构可分为单柱和双柱两种，导轨架是支撑和引导吊笼、对重（有对
重时）的结构架，每个导轨架上都应有可识别其生产日期的标志或序号。
一般情况下，SC 型建筑施工升降机多采用单柱式导轨架，而且采取上接节方式。
SC 型建筑施工升降机按其吊笼数又分单笼和双笼两种。单导轨架双吊笼的 SC 型建筑
施工升降机，在导轨架的两侧各装一个吊笼，每个吊笼各有自己的驱动装置，并可独
立地上、下移动，从而提高了吊笼的运输能力。

二、施工升降机的构造
施工升降机主要由金属结构、驱动机构、安全保护装置和电气控制系统等部分
组成。

（一）金属结构
金属结构由吊笼、底架、导轨架、对（配）重、天轮架及附墙架等组成。
1. 吊笼（梯笼）。吊笼（梯笼）是施工升降机运载人和物料的构件，笼内有驾驶室、
传动机构、防坠安全器及电器箱等，吊笼设置了电气连锁与机械连锁装置，只有当吊
笼前后两道吊笼门均关闭后，吊笼才能运行。
吊笼内空净高度不得小于 2m。对于 SS 型人货两用升降机，提升吊笼的钢丝绳
不得少于两根，且应是彼此独立的。钢丝绳的安全系数不得小于 12，直径不得小于
9mm。
2. 底架是施工升降机与基础连接部分，是用来支承和安装升降机其他所有组成部
分的升降机最下部的构架。
底架多用槽钢焊接成平面框架，并用地脚螺栓与基础相固结。底架上装有导轨架
的基础节，吊笼不工作时停在其上。在底架上每边装有四个缓冲弹簧，以防梯笼坠落
时起缓冲作用。底加上吊笼和对重升降通道周围应设置采用实体板、冲孔板、焊接或
编织网等制作高度不低于 1.8m 的地面防护围栏。
地面防护围栏登机门，应装有机械锁止装置和电气安全开关，使吊笼只有位于底
部规定位置时，围栏登机门才能开启，且在门开启后吊笼不能起动。
3. 导轨架。导轨架是吊笼上下运动的导轨、升降机的主体，能承受规定的各种载荷。
导轨架是由若干个具有互换性的标准节，经高强度螺栓连接而成的多支点的空间桁架，
用来传递和承受荷载。标准节的截面形状有正方形、矩形和三角形，标准节的长度与
齿条的模数有关，一般每节为 1.5m。导轨架的主弦杆和腹杆多用钢管制造，横条则
选用不等边角钢。
施工升降机导轨架的纵向中心线至建筑物外墙面的距离宜选用使用说明书中提供
的较小的安装尺寸。
安装导轨架时，应采用经纬仪在两个方向进行测量校准导轨架的垂直度。其垂直
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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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升降机导轨架垂直度

架设高度 H（m）

H ≤ 70

70
＜ H ≤ 100

100
＜ H ≤ 150

150
＜ H ≤ 200

＞ 200

垂直度偏差（mm）

≤ 1/1000H

≤ 70

≤ 90

≤ 110

≤ 130

导轨架自由高度、导轨架的附墙距离、导轨架的两附墙连接点间距离和最低附墙
点高度不得超过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安装标准节连接螺栓时，宜螺杆在下，螺母在上，应使用扭力扳手或专用工具，
按规定的拧紧次序将螺栓准确地紧固到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扭矩值。
当需安装导轨架加厚标准节时，应确保普通标准节和加厚标准节的安装部位正确，
不得用普通标准节替代加厚标准节。
4. 对（配）重。对重用以平衡吊笼的自重，可改善结构受力情况，从而提高电动
机功率利用率和吊笼载重，由于施工升降机安全使用要求越来越高，现在带对重的施
工升降机在建筑工地已较少使用。
5. 天轮架。天轮架由导向滑轮和天轮架钢结构组成，用来支承和导向配重的钢丝
绳。
6. 天轮。立柱顶的左前方和右后方安装两组定滑轮，分别支承两对吊笼和对重，
当单笼时，只使用一组天轮。
7. 附墙架。立柱的稳定是靠与建筑结构进行附墙连接来实现的。附墙架是按一定
间距连接导轨架与建筑结构的刚性构件，用来使导轨架能可靠地支承在所施工的建筑
物上。附墙架多由型钢或钢管焊成平面桁架。

（二）驱动机构
施工升降机的驱动机构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为齿轮齿条式，一种为卷扬机钢丝
绳式。

（三）安全保护装置
1. 防坠安全器。防坠安全器是施工升降机主要的安全装置，它可以限制梯笼的运
行速度，防止坠落。安全器应能保证升降机吊笼出现不正常超速运行时及时动作，将
吊笼制停。防坠安全器为限速制停装置，应采用渐进式安全器。钢丝绳施工升降机额
定提升速度≤ 0.63m/s。时，可使用瞬时式安全器。但人货两用型仍应使用速度触发
型渐进式防坠安全器。
防坠安全器的工作原理 ：当吊笼沿导轨架上、下移动时，齿轮沿齿条滚动。当吊
笼以额定速度工作时，齿轮带动传动轴及其上的离心块空转。一旦驱动装置的传动件
损坏，吊笼将失去控制并沿导轨架快速下滑（当有配重，而且配重大于吊笼一侧载荷时，
吊笼在配重的作用下，快速上升）。随着吊笼的速度提高，防坠安全器齿轮的转速也
随之增加。当转速增加到防坠安全器的动作转速时，离心块在离心力和重力的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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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动轮的内表面上的凸齿相啮合，并推动制动轮转动。制动轮尾部的螺杆使螺母沿
着螺杆做轴向移动，进一步压缩蝶形弹簧组，逐渐增加制动轮与制动毂之间的制动力
矩，直到将工作笼制动在导轨架上为止。在防坠安全器左端的下表面上，装有行程开
关。当导板向右移动一定距离后，与行程开关触头接触，并切断驱动电动机的电源。
防坠安全器动作后，吊笼应不能运行。只有当故障排除、安全器复位后吊笼才能
正常运行。
防坠安全器应在一年有效标定期内使用，严禁施工升降机使用超过有效标定期的
防坠安全器。防坠安全器的寿命为五年。
施工升降机使用期间，每 3 个月应进行一次超载试验和不少于一次的额定载重量
坠落试验。试验的方法、时间间隔及评定标准应符合使用说明书和现行国家标准《施
工升降机》GB/T10054 的有关规定。
2. 缓冲弹簧。在施工升降机的底架上有缓冲弹簧，以便当吊笼发生坠落事故时减
轻吊笼的冲击。
3. 上、下限位开关。为防止吊笼上、下时超过需停位置时，因司机误操作和电气
故障等原因继续上升或下降引发事故而设置。上下限位开关必须为自动复位型，上限
位开关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吊笼触发限位开关后，留有的上部安全距离不得小于 1.8m，
与上极限开关的越程距离为 0.15m。
4. 上、下极限开关。上、下极限开关是在上、下限位开关一旦不起作用，吊笼继
续上行或下降到设计规定置时能及时切断电源以保证吊笼安全。极限开关为非自动复
位型，其动作后必须手动复位才能使吊笼重新启动。
5. 安全钩。安全钩是为防止吊笼到达预先设定位置，上限位器和上极限限位器因
各种原因不能向上运行，将导致吊笼冲击导轨架顶部而发生倾翻坠落事故而设置的。
安全钩是安装在吊笼上部的重要也是最后一道安全装置，安全钩安装在传动系统齿轮
与安全器齿轮之间，当传动系统齿轮脱离齿条后安全钩防止吊笼脱离导轨架。它能使
吊笼上行到导轨架顶部的时候安全钩钩住导轨架，保证吊笼不发生倾翻坠落事故。
6. 吊笼门、底笼门连锁装置。施工升降机的吊笼门、底笼门均装有电气连锁开关，
它们能有效地防止因吊笼或底笼门未关闭就启动运行而造成人员坠落和物料滚落，只
有当吊笼门和底笼门完全关闭时才能启动运行。
7. 急停开关。当吊笼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各种原因的紧急情况时司机应能及时按下
急停开关，使吊笼立即停止防止事故的发生。急停开关必须是非自行复位的电气安全
装置。
8. 楼层通道门。施工升降机与各楼层均搭设了运料和人员进出的通道，在通道口
与升降机结合部必须设置楼层通道门。此门在吊笼上下运行时处于常闭状态，只有在
吊笼停靠时才能由吊笼内的人打开。应做到楼层内的人员无法打开此门，以确保通道
口处在封闭的条件下不出现危险的边缘。
9. 防松绳开关
施工升降机的对重钢丝绳或提升钢丝绳的绳数不少于两条且相互独立时，在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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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组的一端应设置张力均衡装置，并装有由相对伸长量控制的非自动复位型的防松绳
开关。当其中一条钢丝绳出现的相对伸长量超过允许值或断绳时，该开关将切断控制
电路，吊笼停车。
对采用单根提升钢丝绳或对重钢丝绳出现松绳时，防松绳开关立即切断控制电路，
制动器制动。
由于使用对重的施工升降机多了一套对重运行机构，目前，从安全角度出发，施
工现场多采用无对重的施工升降机。
10. 超载保护装置
施工升降机应装有超载保护装置，该装置应对吊笼内载荷、吊笼顶部载荷均有效。
超载保护装置应在载荷达到额定载重量的 90％时给出清晰的报警信号 ；并在载荷达
到额定载重量的 110％前中止吊笼起动。超载检测应在吊笼静止时进行。

（四）电气控制系统
施工升降机的每个吊笼都有一套电气控制系统。施工升降机的电气控制系统包括：
电源箱、电控箱、操作台和安全保护系统等组成。

三、施工升降机的安装与拆卸
（一）基本规定
1. 施工升降机安装单位必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资质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2. 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项目应配备与承担项目相适应的专业安装作业人员及专
业安装技术人员。施工升降机的安装工、电工、司机等应具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
资格证书。
3. 施工升降机使用单位与安装单位应签订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合同，明确双方
的安全生产责任。实行施工总承包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应与安装单位签订施工升降机
安装、拆卸工程安全协议书。
4. 施工升降机应具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起重机械
制造监督检验证明书，并已在产权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登记。
5. 施工升降机安装作业前，安装单位应编制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
方案，由安装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报送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使用单位、监理单位审
核，并告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6. 施工升降机的类型、型号和数量应能满足施工现场货物尺寸、运载重量、运载
频率和人员流通等方面的要求。
7. 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根据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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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及周边环境的实际情况、施工升降机使用要求等编制。当安装、拆卸过程中专项
施工方案发生变更时，应按程序重新对方案进行审批，未经审批不得继续进行安装、
拆卸作业。安装单位进行安装前应进行下列工作 ：
（1）核对基础的宽度、平面度、楼层高度、基础深度，并做好记录。
（2）核对预埋件的位置和尺寸，确定附墙架等的位置。
（3）核对和确定限位开关装置、防坠安全器、电缆架、限位开关碰铁的位置。
（4）核对电源线位置和容量。确定电源箱位置和极限开关的位置，并做好施工升
降机安全接地方案。
（5）对各部件进行全面的检查、记录。对有可见裂纹的构件应进行修复或更换，
对有严重锈蚀、严重磨损、整体或局部变形的构件、连接件必须更换，符合产品标准
的有关规定后方可进行安装。
（6）安装技术人员应根据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和使用说明书
的要求，对安装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安装作业人员在交底书上签字。在
施工期间内，交底书应留存备查。
（7）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①工程概况 ；
②编制依据 ；
③作业人员组织和职责 ；
④施工升降机安装位置平面、立面图和啊作业范围平面图 ；
⑤施工升降机技术参数，主要零部件外形尺寸和重量 ；
⑥辅助起重设备的种类、型号、性能及位置安排 ；
⑦吊索具的配置、安装与拆卸工具集仪器 ；
⑧安装、拆卸步骤与方法 ；
⑨安全技术措施 ；
⑩应急预案 ；
（8）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的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
①向安装单位提供拟安装设备位置的基础施工资料，确保施工升降机进场安装所
需的施工条件 ；
②审核施工升降机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起重机械制造监督检验
证书、备案证明等文件 ；
③审核施工升降机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的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种作业
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
④审核安装单位制定的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
⑤审核使用单位制定的施工升降机安全应急预案 ；
⑥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监督检查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情况。
（9）监理单位进行的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
①审核施工升降机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起重机械制造监督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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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备案证明等文件 ；
②审核施工升降机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的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种作业
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
③审核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
④监督安装单位对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执行情况 ；
⑤监督检查施工升降机的使用情况 ；
⑥发现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安装单位、使用单位限期整改 ；对安
装单位、使用单位拒不整改的，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

（二）安装自检和验收
1. 施工升降机安装完毕后且经调试后，安装单位应按《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
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附录 B 及使用说明书的有关要求对安装质量进行自检，并应
向使用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
2. 安装单位自检合格后，应经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验。
3. 监督检验合格后，使用单位应组织租赁单位、安装单位和监理单位等进行验收。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应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验收。施工升降机验收应符合《建筑施
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附录 C 的规定。
4. 严禁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施工升降机。
5. 使用单位应自施工升降机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将施工升降机安装验
收资料、施工升降机安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备案。
6. 安装自检表、检测报告和验收记录等应纳入设备档案。

四、施工升降机的安全使用和维修保养
施工升降机同其他机械设备一样，如果使用得当、维修及时、合理保养不仅会促
长使用寿命，而且能够降低故障率，提高运行效率。

（一）施工升降机的安全使用
1. 不得使用有故障的施工升降机。
2. 严禁施工升降机使用超过有效标定期的防坠安全器。（防坠安全器应在一年有
效标定期内使用，防坠安全器的寿命为五年）。
3. 施工升降机额定载重量、额定乘员数标牌应置于吊笼醒目位置。严禁在超过额
定载重量或额定乘员数的情况下使用施工升降机。
4. 当电源电压值与施工升降机额定电压值的偏差超过 ±5％。或供电总功率小于
施工升降机的规定值时，不得使用施工升降机。
5. 应在施工升降机作业范围内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应集中作业区做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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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
6. 当建筑物高度超过 2 层时，施工升降机地面通道上方应搭设防护棚。当建筑物
高度超过 24m 时，应设置双层防护棚。
7. 使用单位应根据不同的施工阶段、周围环境、季节和气候，对施工升降机采取
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8. 使用单位应在现场设置相应的设备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设备管理人员，并指定
专职设备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
9. 当遇大雨、大雪、大雾、施工升降机顶部风速大于 20m/s 或导轨架、电缆表面
结有冰层时，不得使用施工升降机。
10. 严禁用行程限位开关作为停止运行的控制开关。
11. 使用期间，使用单位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对施工升降机定期进行保养。
12. 在施工升降机基础周边水平距离 5m 以内，不得开挖井沟，不得堆放易燃易
爆物品及其他杂物。
13. 施工升降机运行通道内不得有障碍物。不得利用施工升降机的导轨架、横竖
支撑、层站等牵拉或悬挂脚手架、施工管道、绳缆标语、旗帜等。
14. 施工升降机安装在建筑物内部井道中时，应在运行通道四周搭设封闭屏障。
15. 安装在阴暗处或夜班作业的施工升降机，应在全行程上装设明亮的楼层编号
标志灯。夜间施工时应有足够的照明，照明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
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要求。
16. 施工升降机不得使用脱皮、裸露的电线、电缆。
17. 施工升降机吊笼底板应保持干燥整洁。各层站通道区域不得有物品长期堆放。
18. 施工升降机司机严禁酒后作业。工作时间司机不应与其他人员闲谈，不得有
妨碍施工升降机运行的行为。
19. 施工升降机司机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
20. 实行多班作业的施工升降机，应执行交接班制度，交班司机应本规程附录 D
填写交接班记录表。接班司机应进行班前检查，确认无误后，方能开机作业。
21. 施工升降机每天第一次使用前，司机应将吊笼升离地面 1 ～ 2 米，停车试验
制动器的可靠性。当发现问题，应经修复合格后方能运行。
22. 施工升降机每 3 个月应进行 1 次 1.25 倍额定载重量的超载试验，确保制动器
性能安全可靠。
23. 工作时间内司机不得擅自离开施工升降机。当有特殊情况需离开时，应将施
工升降机停到最底层，关闭电源并锁好吊笼门。
24. 操作手动开关门的施工升降机时，不得利用机电联锁开动或停止施工升降机。
25. 层门门栓宜设置在靠施工升降机一侧，且层门应处于常闭状态。未经施工升
降机司机许可，不得启闭层门。层门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
（1）升降机安装时，应在每个层站入口处，包括地面防护围栏上，安装层门。层
门不应朝升降通道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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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高度层门（见图 5-16）
层门开口的净高度应不小于 1.80m。在特殊情况下，当建筑物入口的净高度小于
2.0m 时，则允许降低层门开口的高度，但任何情况下层门开口的净高度均应不小于
1.8m。层门关闭时应全宽度遮住升降通道开口。

≤ 150mm

≤ 35mm

1

≤ 50mm

某企业层门设置示意（企业标准）
图 5-16

图 5-17

国家标准层门设置示意

施工升降机层门设置示意

超高层建筑施工升降机层门內缩设置实例（企业标准）

26. 施工升降机专用开关箱应设置在导轨架附近便于操作的位置，配电容量应满
足施工升降机直接启动的要求。
27. 施工升降机使用过程中，运载物料的尺寸不应超过吊笼的界限。
28. 散状物料运载时应装入容器、进行捆绑或使用织物袋包装，堆放时应使荷载
分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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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运载溶化沥青、强酸、强碱、溶液、易燃物品和其他特殊物料时，应由有关
技术部门做好风险评估和采取安全措施，且应向施工升降机司机、相关作业人员书面
交底后方能载运。
30. 当使用搬运机械向施工升降机吊笼搬运物料时，搬运机械不得碰撞施工升降
机。卸料时，物料放置速度应缓慢。
31. 当运料小车进入吊笼时，车轮处的集中荷载不应大于吊笼底板和层站底板的
承载力要求。
32. 吊笼上的各类安全装置应保持完好有效。经过大雨、大雪、台风等恶劣天气
后应对各安全装置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安全有效后方能使用。
33. 当施工升降机在运行中发现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机，直到排除故障后方
能继续运行。
34. 当在施工升降机在运行中由于断电或其他原因而中途停止时，可进行手动下
降。吊笼手动下降速度不得超过额定运行速度。
35. 作业结束后应将施工升降机返回最底层停放，将各控制开关拨到零位，切断
电源，锁好开关箱、吊笼门和地面防护围栏门。
36. 钢丝绳式施工施工升降机的使用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
（1）钢丝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起重机钢丝绳保养、维护、安装、检验和报废》
GB/T5972 的规定 ；
（2）施工升降机吊笼运行时钢丝绳不得与遮掩物或其他物件发生碰触或摩擦 ；
（3）当吊笼位于地面时，最后缠绕在卷扬机卷筒上的钢丝绳不应少于 3 圈，且卷
扬机卷筒上钢丝绳应无乱绳现象 ；
（4）卷扬机工作时，卷扬机上部不得放置任何物件。
（5）不得在卷扬机运转时进行清理或加油。

（二）施工升降机的检查、保养和维修
1. 在每天开工前和每次换班前，施工升降机司机应按使用说明书及本规程中附
录 E 的要求对施工升降机进行检查。对检查结果应进行记录，发现问题应向使用单
位报告。
2. 在使用期间，使用单位应每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按本规程附录 F 对施工升降机
进行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记录。
3. 当遇到可能影响施工升降机安全技术性能的自然灾害、发生设备事故或停工 6
个月以上时，应对施工升降机重新组织检查验收。
4. 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施工升降机进行保养、维修。保养、维修时间间隔应
根据使用频率、操作环境和施工升降机状况等因素确定。使用单位应在施工升降机使
用期间安排足够的设备保养、维修时间。
5. 对保养和维修后施工升降机，经检测确认各部件状态良好后，宜对施工升降机
进行额定载重量试验。双吊笼施工升降机应对左右吊笼分别进行额定载重量试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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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范围应包括施工升降机正常运行的所有方面。
6. 施工升降机使用期间，每 3 个月应进行不少于一次的额定载重量坠落试验。坠
落试验的方法、时间间隔几评定标准应符合使用说明书和现象国家标准《施工升降机》
GB/T10054 的有关规定。
7. 对施工升降机进行检修时应切断电源，并设置醒目警示标志。当需通电检修时，
应做好防护措施。
8. 不得试验未排除安全隐患的升降机。
9. 严禁在施工升降机运行中进行保养、维修作业。
10. 施工升降机保养过程中，对于磨损、破坏程度超过规定的部件，应及时进行
维修或更换，并由专业技术人员检查验收。
11. 应将各种与施工升降机检查、保养和维修相关的记录纳入安全技术档案，并
在施工升降机使用期间内在工地存档。

第四节

物料提升机

物料提升机是建筑施工现场常用的一种输送物料的垂直运输设备，按《施工升降
机》GB/10054 的定义是货用施工升降机，因此物料提升机也属于特种设备。
物料提升机以卷扬机为动力，以底架、立柱及天梁为架体，以钢丝绳为传动，以
吊笼（吊篮）为工作装置。在架体上装设滑轮、导轨、导靴、吊笼、安全装置等和卷
扬机配套构成完整的垂直运输体系。
物料提升机构造简单，用料品种和数量少，制作容易，安装拆卸和使用方便，但
安全要求较高，目前已逐渐由安全性较高、效率和性能更好的齿轮齿条式货用施工升
降机替代。

一、物料提升机的分类
（一）概念
根据现行《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JGJ88-2010）规定 ：物料
提升机是指额定起重量在 16kN 以下，以地面卷扬机为牵引动力，由底架、立柱及天
梁组成架体，吊笼沿导轨升降运动，垂直输送物料的起重设备。

（二）分类
1. 按结构形式的不同，物料提升机可分为龙门架式物料提升机和井架式物料提升机。
（1）龙门架式物料提升机 ：以地面卷扬机为动力，由两根立柱与天梁构成门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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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体、吊篮（吊笼）在两立柱间沿轨道作垂直运动的提升机，目前已少有使用。
（2）井架式物料提升机：以地面卷扬机为动力，由型钢组成井字形架体、吊笼（吊
篮）在井孔内或架体外侧沿轨道作垂直运动的提升机。
2. 按架设高度的不同，物料提升机可分为高架物料提升机和低架物料提升机。
（1）架设高度在 30m（含 30m）以下的物料提升机为低架物料提升机。
（2）架设高度在 30m（不含 30m）至 150m 的物料提升机为高架物料提升机。

二、物料提升机的结构
物料提升机由架体、提升与传动机构、吊笼（吊篮）、稳定机构、安全保护装置
和电气控制系统组成。
物料提升机结构的设计和计算应符合现行《钢结构设计规范》（GBJ50017）、《塔
式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13752）和《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
（JGJ88）
等标准的有关要求。物料提升机结构的设计和计算应提供正式、完整的计算书，结构
计算应含整体抗倾翻稳定性、基础、立柱、天梁、钢丝绳、制动器、电机、安装抱杆、
附墙架等的计算。
进入施工现场的物料提升机应具有生产许可证证、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物
料提升机显著位置应固定有产品铭牌，并取得属地监管部门的备案证。

（一）架体
物料提升机架体的主要构件有底架、立柱、导轨和天梁。
1. 底架。架体的底部设有底架，用于立柱与基础的连接。
2. 立柱。由型钢或钢管焊接组成，用于支承天梁的结构件，可为单立柱、双立柱
或多立柱。立柱可由标准节组成，也可以由杆件组成，其断面可组成三角形或方形。
当吊笼在立柱之间，立柱与天梁组成龙门形状时称为龙门架式 ；当吊笼在立柱的一侧
或两侧时，立柱与天梁组成井字形状时称为井架式。
3. 导轨。导轨是为吊笼提供导向的部件，可用工字钢或钢管。导轨可固定在立柱
上，也可直接用立柱主肢作为吊笼垂直运行的导轨。
4. 天梁。安装在架体顶部的横梁，是主要的受力构件，承受吊笼（吊篮）自重及
所吊物料重量，天梁应使用型钢，其截面高度应经计算确定但不得小于 2 根 [14 槽钢。

（二）提升与传动机构
1. 卷扬机。卷扬机是物料提升机主要的提升机构。不得选用摩擦式卷扬机，所用
卷扬机应符合现行《建筑卷扬机》（GB/T1955）的规定，并且应能够满足额定起重量、
提升高度、提升速度等参数的要求。在选用卷扬机时宜选用可逆式卷扬机。
卷扬机卷筒应符合的要求 ：卷筒边缘外周至最外层钢丝绳的距离不小于钢丝绳
直径的 2 倍，且应有防止钢丝绳滑脱的保险装置 ；卷筒与钢丝绳直径的比值应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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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
2. 滑轮与钢丝绳。装在天梁上的滑轮称天轮、装在架体底部的滑轮称地轮，钢丝
绳通过天轮、地轮及吊篮上的滑轮穿绕后，一端固定在天梁的销轴上，另一端与卷扬
机卷筒锚固。滑轮按钢丝绳的直径选用。
3. 导靴。导靴是安装在吊笼上沿导轨运行的装置，可防止吊笼运行中偏移或摆动，
保证吊笼垂直上下运行。
4. 吊笼（吊篮）。吊笼（吊篮）是装载物料沿提升机导轨作上下运行的部件。吊笼（吊
篮）的两侧应设置高度不小于 1m 的安全挡板或挡网。

三、物料提升机的稳定
物料提升机的稳定性能主要取决于物料提升机的基础、附墙架、缆风绳及地锚。

（一）基础
物料提升机要依据提升机的类型及土质情况确定基础的做法。基础应符合以下
规定 ：
1. 高架提升机的基础应进行设计，基础应能可靠地承受作用在其上的全部荷载，
基础的埋深与做法应符合设计和提升机出厂使用规定。
2. 低架提升机的基础当无专门设计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土层压实后的承载力应不小于 80kPa ；
（2）浇筑 C20 混凝土，厚度不少于 300mm ；
（3）基础表面应平整，水平度偏差不大于 10mm。
3. 基础应有排水措施。距基础边缘 5m 范围内开挖沟槽或有较大振动的施工时必
须有保证架体稳定的措施。

（二）附墙架
为保证提升机架体的稳定性而连接在物料提升机架体立柱与建筑结构之间的钢结
构。附墙架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附墙架。非附墙架钢材与建筑结构的连接应进行设计计算，附墙架与立柱及建
筑物连接时，应采用刚性连接，并形成稳定结构 ；
2. 附墙架材质应达到标准 GB/T700 的要求，不得使用木杆、竹竿等做附墙架与
金属架体连接。
3. 附墙架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其间隔不宜大于 6m，且在建筑物的顶层宜设置
1 组，附墙后立柱顶部的自由高度不宜大于 6m。
4. 用钢管制作的附墙架与建筑结构连接，可预埋与附墙架规格相同的短管（见
图 5-18），用扣件连接。预埋短管悬臂长度 a 不得大于 200mm，埋深长度 h 不得小于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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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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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接扣件；2—预埋短管；3—钢筋混凝土；4—附墙架杆件
图 5-18

钢管与预埋钢管连接

（三）缆风绳
缆风绳是为保证架体稳定而在其四个方向设置的拉结绳索，所用材料为钢丝绳。
缆风绳的设置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
1. 缆风绳应经计算确定，直径不得小于 8mm；按规范要求当钢丝绳用作缆风绳时，
其安全系数为 3.5（计算主要考虑风载）。
2. 当物料提升机安装高度大于或等于 30m 时，不得使用缆风绳。
3. 提升机高度在 20m（含 20m）以下时，缆风绳不少于 1 组（4 ～ 8 根）；提升
机高度在 20 ～ 30m 时不少于 2 组。
4. 缆风绳应在架体四角有横向缀件的同一水平面上对称设置。
5. 缆风绳的一端应连接在架体上，对连接处的架体焊缝及附件必须进行设计计算。
6. 缆风绳的另一端应固定在地锚上，不得随意拉结在树上、墙上、门窗框上或脚
手架上等。
7. 缆风绳与地面的夹角不应大于 60o，应以 45 ～ 60o 为宜。
8. 当缆风绳需改变位置时必须先做好预定位置的地锚并加临时缆风绳，确保提升
机架体的稳定方可移动原缆风绳的位置 ；待与地锚拴牢后再拆除临时缆风绳。

（四）地锚
1. 地锚应根据导轨架的安装高度及土质情况，经设计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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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m 以下物料提升机可采用桩式地锚。当采用钢管（48mm×3.5mm）或角钢
（75mm×6mm）时，不应少于 2 根 ；应并排设置，间距不应小于 0.5m，打入深度不
应小于 1.7m ；顶部应设有防止缆风绳滑脱的装置。

四、物料提升机的安全保护及电气装置
（一）物料提升机的安全保护装置
物料提升机的安全保护装置主要包括 ：安全停靠装置、断绳保护装置、载重量限
制装置、上极限限位器、下极限限位器、吊笼安全门、缓冲器和通信信号装置等〔见
现行《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JGJ88-2010）〕。
1. 安全停靠装置。当吊笼停靠在某一层时，能使吊笼稳妥的支靠在架体上的装置。
防止因钢丝绳突然断裂或卷扬机抱闸失灵时吊篮坠落。其装置有制动和手动两种，当
吊笼运行到位后由弹簧控制或人工搬动，使支承杆伸到架体的承托架上，其荷载全部
由承托架负担，钢丝绳不受力。吊笼停层时，安全停层装置应能可靠承担吊笼自重、额
定荷载及运料人员等全部工作荷载。当吊笼装载 125％额定载重量运行至各楼层位置
装卸载荷时，停靠装置应能将吊笼可靠定位。安全停层装置应为刚性机构吊笼停层后
底板与停层平台的垂直偏差不应大于 50mm。
2. 断绳保护装置。吊笼装载额定载重量，悬挂或运行中发生断绳时，断绳保护装
置必须可靠地把吊笼刹制在导轨上，最大制动滑落距离应不大于 1m，并且不应对结
构件造成永久性损坏。高架提升机应采用渐进式防坠安全器。
3. 载重量限制装置。当提升机吊笼内载荷达到额定载重量的 90％时，应发出报
警信号 ；当吊笼内载荷达到额定载重量的 100 ～ 110％时，应切断提升机工作电源。
4. 上极限限位器。上极限限位器应安装在吊笼允许提升的最高工作位置，吊笼的
越程（指从吊笼的最高位置与天梁最低处的距离）应不小于 3m。当吊笼上升达到限
定高度时，限位器即行动作切断电源。
5. 下极限限位器。下极限限位器应能在吊笼碰到缓冲装置之前动作，当吊笼下降
至下限位时限位器应自动切断电源，使吊笼停止下降。
6. 吊笼安全门。吊笼的上料口处应装设安全门。安全门宜采用连锁开启装置。
安全门连锁开启装置可为电气连锁 ：如果安全门未关可造成断电，提升机不能工
作 ；也可为机械连锁 ；吊笼上行时安全门自动关闭。
7. 缓冲器。缓冲器应装设在架体的底坑里，当吊笼及对重以额定荷载和规定的速
度作用到缓冲器上时应能承受相应的冲击力。缓冲器的形式可采用弹簧或弹性实体。
8. 通信信号装置。信号装置是由司机控制的一种音响装置，其音量应能使各楼层
使用提升机装卸物料人员清晰听到。当司机对吊笼升降运行、停层平台观察视线不清
时，必须设置通讯装置，通讯装置应同时具备语音和影像显示功能。
9. 紧急断电开关应为非自动复位型，任何情况下均可切断主电路停止吊笼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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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断电开关应设在便于司机操作的位置。

（二）进料口防护围栏、停层平台和防护棚
1. 物料提升机地面进料口应设置防护围栏 ；围栏高度不小于 1.8m，围栏立面可
采用网板结构，其任意 500mm2 的面积上作用 300N 的力，在边框任意一点作用 1kN
的力时，不应产生永久变形 ；
2. 围栏进料口门的开启高度不应小于 1.8m，强度应符合前条的规定 ；进料口门
应装有电气安全开关，吊笼应在进料口门关闭后吊笼才能启动。
3. 停层平台的搭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范》JGJ130 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应能承受 3kN/ ㎡的荷载 ；
4. 停层平台外边缘与吊笼门外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100mm，与外脚手架外侧
立杆（当无外脚手架时与建筑结构外墙）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1m ；
5. 停层平台两侧的防护栏杆，上栏杆高度宜为 1.0m ～ 1.2m ；下栏杆高度宜为
0.5m ～ 0.6m，在栏杆任一点作用 1kN 的水平力时，不应产生永久变形。挡脚板高度
不应小于 180mm，且宜采用厚度不小于 1.5mm 的冷轧钢板 ；
6. 平台门应采用工具式、定型化，平台门应向停层平台内侧开启，并应处于常闭
状态，强度应符合本节（二）1 的规定 ；设置应符合前述施工升降机层门设置的要求，
见本章第三节全高度层门（图 5-16）。
7. 进料口防护棚应设在提升机地面进料口上方，其长度不应小于 3m，宽度应大于
吊笼宽度。顶部宜采用厚度不小于 1.5mm 的冷轧钢板，并应设置钢骨架 ；在任意 0.01
㎡面积上作用 1.5kN 的力时，不应产生永久变形 ；也可采用厚度不小于 50mm 的木板
搭设，防护棚的搭设，应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的规定。
8. 卷扬机操作棚应采用定型化、装配式，且应具有防雨功能。操作棚应有足够的
操作空间。顶部强度应符合要求。

（三）安全保护装置的设置的注意事项
物料提升机额定起重量不宜超过 16kN ；安装高度不宜超过 30m。当安装高度超
过 30m 时，物料提升机除应具有起重量限制、防坠保护、停层及限位功能外，尚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吊笼应有自动停层功能，停层后吊笼底板与停层平台的垂直高度偏差不应超过
30mm ；
2. 防坠安全器应为渐进式 ；
3. 应具有自升降安拆功能 ；
4. 应有语音及影像信号。

（四）电气部分
1. 物料提升机的总电源应设置短路保护及漏电保护装置，电动机的主回路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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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压及过电流保护装置。
2. 物料提升机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0.5MΩ，电气线路的绝缘电阻值不应
小于 1MΩ。
3. 物料提升机防雷可在架体天梁焊接 20 毫米圆钢，其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10 欧，
防雷接地应与架体重复接地共用同一接地体，保证良好电气连接。并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规定。
4. 携带式控制开关（按钮盒）应密封、绝缘，控制线路电压不应大于 36V，其引线
长度不宜大于 5m。
5. 工作照明开关应与主电源开关相互独立。当主电源被切断时，工作照明不应断
电，并应有明显标志。
6. 动力设备的控制开关严禁采用倒顺开关。
7. 物料提升机的电气元件的更换组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GB725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规定。

五、物料提升机的安装与拆卸
（一）安装、拆除物料提升机的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
1. 待装设备符合表 5-1 的规定，安装、拆除单位应具有起重机械安拆资质及安全
生产许可证 ；
2. 安装、拆除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
3. 提升机安装、拆除前，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专项安装、拆除方案，且经安
装、拆除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报监理批准后交底实施。

（二）专项安装、拆除方案应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
2. 编制依据 ；
3. 安装位置及示意图 ；
4. 专业安装、拆除技术人员的分工及职责 ；
5. 辅助安装、拆除起重设备的型号、性能、参数及位置 ；
6. 安装、拆除的工艺程序和安全技术措施 ；
7. 主要安全装置的调试及试验程序。

（三）安装作业前的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物料提升机安装前，安装负责人应依据专项安装方案对安装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技术交底 ；
2. 应确认物料提升机的结构件、零部件和安全装置经进场检验，并符合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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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确认物料提升机的基础已验收，并符合要求 ；
4. 应确认辅助安装起重设备及工具经检验检测，并符合要求 ；
5. 应明确作业警戒区，并设专人监护。

（四）安装与拆卸顺序
井架式物料提升机的安装在履行安装告知程序后，一般按以下顺序 ：将底架按要
求就位紧固→组拼杆件安装于底架上→在架体内搭设操作台（随架体增高拆搭）→安
装卷扬机→利用卷扬机提升杆件→安装导轨架→安装天梁→安装吊笼→穿绕起升钢丝
绳→安装安全装置→自检调试→提交第三方监督检验→总包组织验收→书面移交。
物料提升机的拆卸在履行拆卸告知程序后，按安装架设的反程序进行。

六、安全使用和维修保养
（一）物料提升机的自检和验收
安装单位自检合格后，应经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验。监督检验
合格后，使用单位应组织租赁单位、安装单位和监理单位等进行验收。实行施工总承
包的，应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验收。验收应符合《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
术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1. 严禁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物料提升机机。
2. 使用单位应自物料提升机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将安装验收资料、安
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使
用登记。登记标志应置于提升机的显著位置。
3. 安装自检表、检测报告和验收记录等应纳入设备档案。

（二）物料提升机的安全使用
1. 使用单位应建立设备档案，档案内容应包括下列项目 ：
（1）安装检测及验收记录 ；
（2）大修及更换主要零部件记录 ；
（3）设备安全事故记录 ；
（4）累计运转记录。
2. 物料提升机的司机必须由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操作。司机在通信联络信
号不明时不得开机，作业中不论任何人发出紧急停车信号司机应立即执行。
3. 物料提升机严禁载人。物料应在吊笼内均匀分布，不应过度偏载。
4. 不得装载超出吊笼空间的超长物料，不得超载运行。吊笼在安全停层装置支承
可靠的情况下，装卸料人员才能进入到吊篮作业，
5.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使用限位开关代替控制开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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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物料提升机每班作业前司机应进行作业前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作业。应检查
应包括下列内容 ：
（1）制动器可靠有效 ；
（2）限位器灵敏完好 ；
（3）停层装置动作可靠 ；
（4）钢丝绳磨损在允许范围内 ；
（5）吊笼及对重导向装置无异常 ；
（6）滑轮、卷筒防钢丝绳脱槽装置可靠有效 ；
（7）吊笼运行通道内无障碍物。
7. 当发生防坠安全器制停吊笼的情况，应查明制停原因，排除故障，并检查吊笼、
导轨架及钢丝绳，应确认无误重新调整防坠安全器后运行。
8. 物料提升机夜间施工应有足够照明，照明用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
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规定。
9. 物料提升机在大雨、大雾、风速 13m/s 及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时，必须停止运行。
10. 作业结束后或临时司机离开时，应将吊笼返回最底层停放，控制开关应扳至
零位，并应切断电源，锁好开关箱。

（三）物料提升机的维修保养
1. 建立物料提升机的维修保养制度。
2. 使用过程中要定期检修。
3. 除定期检查外，物料提升机必须做好日常检查工作。日常检查应由司机在每班
前进行，主要内容有 ：
（1）附墙杆与建筑物连接有无松动，或缆风绳与地锚的连接有无松动 ；
（2）空载提升吊篮做一次上下运行，查看运行是否正常，同时验证各限位器是否
灵敏可靠及安全门是否灵敏完好 ；
（3）在额定荷载下，将吊篮提升至离地面 1 ～ 2m 高处停机、检查制动器的可靠
性和架体的稳定性 ；
（4）卷扬机各传动部件的连接和紧固情况是否良好。
4. 保养设备必须在停机后进行。禁止在设备运行中擦洗、注油等工作。如需重新
在卷筒上缠绳时必须两人操作，一人开机、一人扶绳，相互配合，严防钢丝绳断丝钩
挂衣物、手套。
5. 司机在操作中要经常注意传动机构的磨损，发现磨绳、滑轮磨偏等问题要及时
向有关人员报告并及时解决。
6. 架体及导轨发生变形必须及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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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概述

随着建筑施工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建筑施工机械设备的需求逐年加大。全国建
筑施工机械化程度也由上世纪 80 年代的不到 80％发展到现在的 95％以上，有的施工
领域已实现完全机械化施工。特别是在一些大型基础建设施工领域，许多新技术、新
工艺的应用都以新设备为依托，机械设备在大型，重点工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施工现场的设备管理是企业设备管理的重点，工程项目上必须设立懂技术、会管
理、责任心强的机务管理员，不但要管好企业自有的设备，同时也要管好租用的设备。
要从机制上杜绝“以包代管、以租代管”和无人管理的现象。
安全管理是建筑施工企业的重要工作，也是设备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
几乎完全机械化施工的工程项目上，设备管理成为安全施工的主要保障，它需要大量
的科学数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管理做支撑，绝非一个安全管理所能替代
的 ；同时施工企业的设备管理部门还担负着资产保值增值的艰巨任务。因此，施工企
业各级领导对此应有充分认识，重视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
“工、机、料”中，对“机”的管理必须加强 ；设备的出租单位设备管理不能取
代施工企业的设备管理！项目施工安全管理不能替代项目设备管理！设备管理与企业
工程施工技术进步相互促进，并且在施工技术进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这样说 ：
机械设备决定企业的命运！

一、设备的磨损规律
（一）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发生磨损，一般分为两种形式 ：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
有形磨损指设备在工作中，由于零件受摩擦、振动而磨损或损坏，以致设备的技
术状态劣化或设备在闲置中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使设备失去精度和工作能力，以上
两种情况都称有形磨损。
无形磨损是指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产生的技术水平差距，使得一种与另一种在制造
成本、使用成本、生产成果上的比较价值差，称无形磨损。或者这样解释 ：设备的技
术结构，性能没有变化，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这种设备的再生产费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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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原有同种设备发生贬值或是由于新的性能更完善的效率更高的设备出现和推广，
使原有的设备的经济效能相对降低而形成的一种消耗。

（二）零件磨损曲线
统计资料表明，在机械传动过程中能量的损失大约有 80% 是因摩擦引起的，正
确认识和掌握零件磨损规律，是搞好设备维护和修理，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充分发挥
设备效能的重要依据。人们对磨损了解很多，已经总结出零件磨损规律曲线，如图 6-1
所示。
图 6-1 中曲线表明，零件在使用过程中，其磨损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
1. 磨合阶段
是初期磨损阶段（又称跑合阶段），磨损速度很大，但时间极短，这是由于零件
机加工时所造成的粗糙度最容易被破坏、擦伤或磨平，形成新的粗糙度，并继续被破坏、
磨平的结果；要是机械正常的运行，进行正常磨合，才能使接触面积增大，减缓磨损。
2. 稳定磨损阶段
是正常磨损阶段，磨损速度很小，延续时间很长，磨损量均匀地、逐渐地增加，
不影响机器的工作能力 ；
3. 剧烈磨损阶段
是急剧磨损阶段（又称事故磨损阶段），磨损速度很大，磨损量不均匀地、迅速
地增加，会引起机器工作能力过早或迅速地降低，机械设备处于高强度的磨损期，机
械设备的各种机能下降，从而导致失效，甚至会突然发生机器或零件的损坏事故。因
此为安全起见，一般由正常磨损阶段的终点 A，确定出合理磨损极限，零件到达合理
磨损极限之前，就要进行修理或更换，以便保证零件的精度和可靠性。

图 6-1

零件的磨损特性

从这三个阶段中我们可以对机械设备进行合理的操作，及时的保养，准确判断故障，
定时检测从而使机械设备达到最佳的状态和实现最高的运行效率，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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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械设备故障
设备（系统）或零部件丧失了规定功能的状态（丧失工作能力或工作性能低于规
定要求）称为机械故障。故障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机械系统偏离正常功能 ；二是功能
失效。引起机械故障的原因是 ：
（一）装配或修理错误 ；
（二）违反操作规程 ；
（三）零部件配合关系破坏 ；
（四）零部件相互位置精度变化未及时调整 ；
（五）零部件连接松动。
实践证明大多数设备的故障率是时间的函数，设备故障失效率曲线（典型故障曲
线称之为浴盆曲线），曲线的形状呈两头高，中间低，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见图 6-2，
曲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故障期，偶然故障期，严重故障期。浴盆曲线是指产品
从投入到报废为止的整个寿命周期内，其可靠性的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如果取产品
的失效率作为产品的可靠性特征值，它是以使用时间为横坐标，以失效率为纵坐标的
一条曲线。因该曲线两头高，中间低，有些像浴盆，所以称为“浴盆曲线”。

早期故障期
故障率

偶发故障期

耗损故障期

拐点 P
规定的故障率

有效寿命

经维修故障率下降

时间
图 6-2

设备故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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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工程施工机械

一、推土机
推土机是一种在履带式拖拉机或轮胎式牵引车的前面安装推土装置及操纵机构的
自行式施工机械。主要用来开挖路堑、构筑路堤、回填基坑、铲除障碍、清除积雪、
平整场地，也可完成短距离松散物料的铲运和堆积作业。
推土机配备松土器，可翻松Ⅲ、Ⅳ级以上硬土、软石或凿裂层岩，以便铲运机和
推土机进行铲掘作业也可利用推土机的铲刀直接顶推铲运机以增加铲运机的铲土能力
（即所谓推土机助铲），还可协助平地机或铲运机完成施工作业，以提高这些机械的作
业效率。
推土机的用途十分广泛，是铲土运输机械中最常用的作业机械之一，在土方施工
中占重要地位。但由于铲刀没有翼板，容量有限，在运土过程中会造成两侧的泄漏，
故运距不宜太长，否则会降低生产效率。通常中小型推土机的运距为 30 ～ 100m，大
型推土机的运距一般不应超过 150m，推土机的经济运距为 50 ～ 80m。

（一）推土机的分类和表示方法
推土机可以按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类 ：
1. 按发动机功率大小推土机可分为以下三种 ：
（1）小型推土机 ：功率在 37kW 以下 ；
（2）中型推土机 ：功率在 37 ～ 250kW ；
（3）大型推土机 ：功率在 250kW 以上。
2. 按行走方式推土机可分为以下两种（图 6-3）：

履带式推土机

轮胎式推土机
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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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履带式推土机 ：附着性能好，牵引力大，接地比压小，爬坡能力强，能适应
恶劣的工作环境，作业性能优越，是多用的机种。
（2）轮胎式推土机 ：行驶速度快，机动性好，作业循环时间短，转移方便迅速，
不损坏路面，特别适合城市建设和道路维修工程中的使用。引起制造成本低，维修方
便，近年来有较大的发展。但附着性能远不如履带式推土机，在松软潮湿的场地施工
时容易引起驱动轮滑转，降低生产效率，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车辆沉陷；在开采矿山时，
因岩石坚硬锐利，容易引起轮胎急剧磨损，因此，轮胎式推土机的使用范围受到一定
的限制。
3. 按推土板安装形式推土机可分为以下两种 ：
（1）固定式铲刀推土机 ：推土机的推土铲刀与主机纵向轴线固定为直角，也称直
铲式推土机。它机构简单，但只能正对前进方向推土，作业灵活性差，仅用于小型推
土机。
（2）回转式铲刀推土机 ：推土机的推土铲刀在水平面内能回转一定角度，与主机
纵向轴线可以安装成固定直角或非直角，也称为角铲式推土机。这种推土机作业范围
较广，便于向一侧移土和开挖边沟。
4. 按传动方式推土机可分为以下几种 ：
（1）机械式传动推土机 ：采用机械式传动的推土机工作可靠，制造简单，传动效
率高、维修方便，但操作费力，传动装置对负荷的自适应性差，容易引起发动机熄火，
降低作业效率。大中型推土机已较少采用。
（2）液力机械传动式推土机 ：采用液力变矩器与动力换挡变速器组合传动装置，
具有自动无级变速变扭、自动适应外负荷变化的能力，发动机不易熄火，可负载换挡，
换挡次数少，操作轻便，作业效率更高，是现代大中型推土机多采用的传动形式。缺
点是采用了液力变矩器，传动效率较低，传动装置结构复杂，制造和维修成本较高。
（3）全液压传动式推土机 ：由液压马达，驱动力直接传递到行走机构。因为没有
主离合器、变速器、驱动桥等传动部件，结构紧凑，总体布置方便，整机质量轻，操
作简单，可实现原地转向。但全液压推土机制造成本较高，耐用度和可靠性较差，目
前只用在中等功率的推土机上。
（4）电传动式推土机 ：将柴油机输出的机械能先转化成电能，通过电缆驱动电动
机，进而驱动行走装置和工作装置。它结构紧凑，总体布置方便，操作灵活，可实现
无级变速和整机原地转向。但整机质量大，制造成本高，目前只在少数大功率轮式推
土机上应用。另一种电传动式推土机采用动力电网的电力，称为电气传动，主要用于
露天矿开采和井下作业，没有废气污染，但受电力和电缆的限制，使用范围较窄。
5. 按铲刀操纵方式推土机可分为以下两种 ：
（1）钢索式推土机：铲刀升降由钢索操纵，铲刀入土靠自重，不能进行强制切土，
且机构的摩擦件较多（如滑轮、动力绞盘），易磨损，操纵机构需经常人工调整。现
已很少采用。
（2）液压式推土机 ：铲刀在液压缸作用下动作，既可在液压缸作用下强制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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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靠铲刀自重入土。能铲推较硬的土，作业性能优良，平整质量好。另外，铲刀结
构轻巧，操作轻便，操纵机构不用人工调整。液压式铲刀升降速度平稳，在冬季更为
显著。
6. 按推土机用途可分为以下两种 ：
（1）普通型推土机 ：通用性好，广泛用于各类土石方工程施工作业。
（2）专用型推土机：专用性强，只适用于特殊环境下的施工作业。有浮体推土机、
水陆两用推土机、深水推土机、湿地推土机、爆破推土机、低噪声推土机、军用高速
推土机等。
（3）推土机松土器
常见推土机松土器有单齿和三齿两种，见图 6-4

1—安装架；2—倾斜油缸；3—升降油缸；4—横梁；5—齿杆；6—保护盖；7—齿尖；8—松土器臂
图 6-4 推土机的松土器

（二）推土机的作业方式
1. 直铲作业
推土机最常用的作业方式，用于推送土壤和石碴及平整场地作业。其经济运距，
小型履带式推土机一般为 50m 以内 ；中型履带式推土机为 50~100（备注 ：建议修改
为“60~100（最远 120）”）m；大型履带式推土机为 50~150（备注：建议修改为“50~100
（最远 150）”）m，轮胎式推土机为 50~80m，最远不超过 150m。
2. 侧铲作业
用于傍山铲土、单侧弃土。此时推土板的水平面回转角一般为左右各 25o。生产
效率也低。
3. 斜铲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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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在坡度不大的斜坡上铲运硬土及挖沟等作业，推土板可在垂直面内上下
各倾斜 9o。工作时，场地的纵向坡度应不大于 30o，横向坡度应不大于 25o。
4. 松土器作业
一般大中型履带式推土机的后部均悬挂有液压式松土器，松土器有多齿和单齿
两种。
5. 并列推土
可采用两台或两台以上同类型的推土机同步前进推土，同样可减少运土损失和提
高作业效率。见图 6-5。

15~20cm

图 6-5 并列推土

（三）推土机的安全使用要点
1. 推土机选用
（1）按土方工程量 ：当土方量大而且集中，应选用大型推土机 ；土方量小而且分
散，应选用中、小型推土机 ；土质条件允许时，应选用轮胎式推土机。
（2）按土的性质：一般推土机均适合于Ⅰ、Ⅱ级土施工或Ⅲ、Ⅵ级土预松后施工。
如土质较密实、坚硬，或冬季冻土，应选择重型推土机，或带松上器的推土机。如土
质属潮湿软泥，最好选用宽履带的湿地专用履带板湿地推土机。
2. 不得用推土机推石灰，烟灰等粉尘物料和用作碾碎石块的工作 ；
3. 牵引其他机械设备时，应有专人负责指挥。钢丝绳的连接应牢固可靠。在坡道
上或长距离牵引时，应采用牵引连杆连接 ；
4. 填沟作业驶近边坡时，铲刀不得越出边缘。后退时，应先换档，方可提升铲刀
进行倒车 ；
5. 在深沟、基坑或陡坡地区作业时，应有专人指挥，其垂直边坡深度一般不超过
2m，否则应放出安全边坡 ；
6. 推土机在作业中应尽量利用地形形成下坡推土，这样可利用机重量下坡分力助
铲，增大运土量以提高作业效率。但坡度不宜超过 20o，否则推土机回程困难。
7. 推土机上下坡应用低速档行驶，上坡不得换档，下坡不得脱档滑行。下陡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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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铲刀放下接触地面，并倒车行驶。横向行驶的坡度不得超过 10o，如需在陡坡上
推土时应先进行挖填，使机身保持平衡，方可作业 ；
8. 推房屋的围墙或旧房墙面时，其高度一般不超过 2.5m。严禁推带有钢筋或与
地基基础连接的混凝土桩等建筑物 ；
9. 在电杆附近推土时，应保持一定的土堆，其大小可根据电杆结构、土质、埋入
深度等情况确定。用推土机推到树干时，应注意树干倒向和高空架物 ；
10. 两台以上推土机在同一区域作业时，前后距离应大于 8m，左右距离应大于
1.5m。

二、铲运机
铲运机是以带铲刀的铲斗为工作部件的铲土运输机械，兼有铲装、运输、铺卸土
方的功能，铺卸厚度能够控制，主要用于大规模的土方调配和平土作业。铲运机可以
自行铲装Ⅰ级至Ⅲ级土壤，但不宜在混有大石块和树桩的土壤中作业，在Ⅳ级土壤和
冻土中作业时要用松土机预先松土。
铲运机是一种适合中距离铲土运输的施工机械，根据机械的不同其经济运输范围
较大，（100 ～ 2000m）。由于铲运机一机就能实现铲装、运输，还能以一定的层厚进
行均匀铺卸，比其他铲土机械配合运输车作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性，广泛用
于公路、铁路、港口、水利水电、矿山采掘等土方作业，如平整土地、填筑路堤、开
挖路埑以及浮土剥离等大型土方作业。此外，在石油开发、军事工程等领域也得到广
泛的应用。

（一）铲运机分类和表示方法
铲运机主要根据行走方式、行走装置、装载方式、卸土方式、铲斗容量、操纵方
式等进行分类。
1. 按行走方式不同铲运机分为拖式和自行式两种。见图 6-6。

（a）拖运式铲运机

（b）自行式铲运机
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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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拖式铲运机 ：工作时常由履带式拖拉机牵引，具有接地比压小、附着能力大
和爬坡能力强等优点，在短运距离和松软潮湿地带工程中普遍使用。
（2）自行式铲运机 ：本身具有行走能力，行走装置有履带式和轮胎式两种。履带
式自行铲运机又称铲运推土机，它的铲斗直接装在两条履带的中间，用于运距不长、
场地狭窄和松软潮湿等地带工作。轮胎式自行铲运机按发动机台数又可分为单发动机、
双发动机和多发动机三种，按轴数分为双轴式和三轴式。轮胎式自行铲运机由牵引车
和铲运斗两部分组成，大多采用铰接式连接，铲运斗不能独立工作。轮胎式自行铲运
机结构紧凑、行驶速度快、机动性好，在中距离的土方转移施工中应用较多。
2. 按装载方式铲运机分为升运式和普通式两种。
（1）升运式 ：也称链板装载式，在铲斗铲刀上方装有链板运土机构，把铲刀切削
下的土升运到铲斗内，从而加速装土过程，减小装土阻力，可有效地利用本身动力实
现自装，不用助铲机械即可装至堆尖容量，可以单机作业。土壤中含有较大石块时不
宜使用，其经济运距在 1000m 之内。
（2）普通式 ：也称开斗铲装式，靠牵引机的牵引力和助铲机的推力，使用铲刀将
土铲切起，在运行中将土屑装入铲斗，其铲装阻力较大。
3. 按卸土方式不同铲运机可分为自由卸土式、半强制卸土式和强制卸土式。
（1）自由卸土式：当铲斗倾斜（有向前、向后两种形式）时，土壤靠其自重卸出。
这种卸土方式所需功率小，但土壤不易卸净（特别是粘附在铲斗侧壁上合斗底上的土），
一般只用于小容积铲运机。
（2）半强制卸土式 ：利用铲斗倾斜时土壤自重和斗底后壁沿侧壁运动时对土壤的
挤推作用共同将土卸出。这种卸土方式仍不能使粘附在铲斗侧壁上合斗底上的土卸出
干净。
（3）强制卸土式 ：利用可移动的后斗壁（也称卸土板）将土壤从铲斗中自后向前
强制推出，卸土效果好，但移动后壁所消耗的功率较大，通常大中型铲运机采用这种
卸土方式。
升运式铲运机因前方斜置着链板运土机构，只能从底部卸土。卸土时将铲斗后抽，
再将后斗壁前推，将土卸出。有的普通式大中型铲运机也采用这种抽底板和强制卸土
相结合的方法，效果较好。
4. 按铲斗容量铲运机分为以下四类 ：
（1）小型铲运机 ：铲斗容量小于 5m³ ；
（2）中型铲运机 ：铲斗容量 5 ～ 15m³ ；
（3）大型铲运机 ：铲斗容量 15 ～ 30m³ ；
（4）特大型铲运机 ：铲斗容量 30m³ 以上。
5. 按工作机构的操纵方式铲运机可分为机械式操纵、液压操纵和电液操纵式三种。
（1）机械操纵式 ：用动力绞盘、钢索和滑轮来控制铲斗、斗门及卸土板的运动，
结构复杂、技术落后，已逐渐被淘汰。
（2）液压操纵式 ：工作装置各部分用液压操纵，能使铲刀刃强制切入土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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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操纵轻便灵活，动作均匀平稳，应用广泛。
（3）电液操纵式 ：操纵轻便灵活，易实现自动化，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我国定型生产的铲运机产品型号按类、组、型分类原则编制，一般由类、组、
型代号与主参数代号两部分组成，如铲斗几何斗容为 9m³ 的液压拖式铲运机标记为
CTY9。

（二）铲运机的安全使用要点
1. 作业前应检查钢丝绳、轮胎气压、铲土斗及卸土扳回位弹簧、拖杆方向接头、
撑架和固定钢丝绳部分以及各部滑轮等 ；液压式铲运机铲斗与拖拉机连接的叉座与牵
引连接块应锁定，液压管路连接应可靠，确认正常后，方可启动 ；
2. 作业中严禁任何人上、下机械，传递物件，以及在铲斗内、拖把或机架上坐、立；
3. 多台铲运机联合作业时，各机之间前后距离不得小于 10m（铲土时不得小于
5m），左右距离不得小于 3m。行驶中，应遵守下坡让上坡、空载让重载、支线让干
线的原则 ；
4. 铲运机上下坡时应用低速档行驶，不得中途换档，下坡不得空档滑行，横向行
驶的坡度不得超过 6o，坡宽应大于机身 2m 以上 ；
5. 在新填筑的土堤上作业时，离堤坡边缘不得小于 1m，需要在斜坡横向作业时，
应先将斜坡挖填，使机身保持平衡 ；
6. 在坡道上不得进行检修作业。在陡坡上严禁转弯，倒车或停车。在坡上熄火时，
应将铲斗落地、制动牢靠后再启动。下陡坡时，应将铲斗触地行驶，帮助制动 ；
7. 铲土时应直线行驶，助铲时应有助铲装置。助铲推土机应与铲运机密切配合，
尽量做到平稳接触、等速助铲，助铲时不得硬推。

三、挖掘机
（一）挖掘机的分类及应用
挖掘机械是用来进行土、石方开挖的一种工程机械，按作业特点分为周期性作业
式和连续性作业式两种，前者为单斗挖掘机，后者为多斗挖掘机。由于单斗挖掘机是
挖掘机械的一个主要机种，也是各类工程施工中普遍使用的机械，可以挖掘 VI 级以
下的土层和爆破后的岩层，因此，我们着重介绍单斗挖掘机。
单斗挖掘机的主要用于筑路工程中用来开挖堑壕，在建筑工程中用来开挖基础，
在水利工程中用来开挖沟渠、运河和疏通河道，在采石场、露天采矿等工程中用于矿
石的剥离和挖掘等 ；此外还可对碎石、煤等疏松物料进行装载作业 ；更换工作装置后
还可以进行破碎、起重、浇筑、安装、打桩、夯土和拔桩等工作。
单斗挖掘机可以按以下几个方面来分类 ：
1. 按动力装置分为电驱动式、内燃机驱动式、复合驱动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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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传动装置分为机械传动式、半液压传动式、全液压传动式 ；
3. 按行走机构分为履带式、轮胎式、汽车式 ；
4. 按铲斗工作技术性能分为正铲挖掘机、反铲挖掘机、拉铲挖掘机、抓铲（斗）
挖掘机 ；
5. 按照工作装置在水平面可回转的范围分为全回转式和非回转式。
挖掘机的类代号用字母 W 表示，主参数为整机的机重。如 WLY 表示轮胎式液压
挖掘机，WY100 表示机重为 10t 的履带式液压挖掘机。不同厂家，挖掘机的代号表示
方法各不相同。

（二）国产单斗挖掘机型号编制规定见表 6-1
国产单斗挖掘机型号编制
类别

组别

单
斗
挖
挖
掘

型号

特性

代号

代

号

表 6-1
含

义

主参数
名

称

W

机械式单斗挖掘机

标准斗容量

m3/100

D（电）

WD

电动式单斗挖掘机

标准斗容量

m3/100

带

Y（液）

WY

液压式单斗挖掘机

标准斗容量

m3/100

B（臂）

WB

长臂式单斗挖掘机

标准斗容量

m3/100

S（隧）

WS

隧道式单斗挖掘机

标准斗容量

m3/100

WL

轮胎式机械单斗挖掘机

标准斗容量

m3/100

D（电）

WLD

轮胎式电动单斗挖掘机

m3/100

Y（液）

WLY

轮胎式液压单斗挖掘机

m3/100

式

机

W

位

履

掘
机

单

轮
胎
式
L

如 ：WY60A（无 L）表示履带式。
W －挖掘机 ；Y －液压 ；60 － 0.6m3 ；A －结构改型 A。

（三）挖掘机安全使用要点
1. 在挖掘作业前注意拔去防止上部平台回转的锁销，在行驶中则要注意插上锁销；
2. 作业前先空载提升、回转铲斗、观察转盘及液压马达有否不正常响声或颤动，
制动是否灵敏有效，确认正常后方可工作 ；
3. 作业周围应无行人和障碍物，挖掘前先鸣笛并试挖数次，确认正常后方可开始
作业 ；
4. 作业时，挖掘机应保持水平位置，将行走机构制动住 ；
5. 作严禁挖掘机在未经爆破的五级以上岩石或冻土地区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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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业中遇较大的紧硬石块或障碍物时，须经清除后方可开挖，不得用铲斗破碎
石块和冻土，也不得用单边斗齿硬啃 ；
7. 挖掘悬崖时要采取防护措施，作业面不得留有伞沿及摆动的大石块，如发现有
塌方的危险，应立即处理或将挖掘机撤离至安全地带 ；
8. 装车时，铲斗应尽量放低，不得撞碰汽车，在汽车未停稳或铲斗必须越过驾驶
室而司机未离开前，不得装车。汽车装满后，要鸣喇叭通知驾驶员 ；
9. 作业时，必须待机身停稳后再挖土，不允许在倾斜的坡上工作。当铲斗未离开
作业面时，不得作回转行走等动作 ；
10. 作业时，铲斗起落不得过猛，下落时不得冲击车架或履带 ；
在作业或行走时，挖掘机严禁靠近输电线路，机体与架空输电线路必须保持安全
距离 ；
11. 挖掘机停放时要注意关断电源开关，禁止在斜坡上停放。操作人员离开司机
室时，不论时间长短必须将铲斗落地 ；
12. 作业完毕后，挖掘机应离开作业面，停放在平整坚实的场地上，将机身转正，
铲斗落地，所用操纵杆放到空挡位置，制动各部制动器，及时进行清洁工作。

四、装载机
装 载 机（ 图 6-7） 是 一 种 广 泛 用 于
公路、铁路、矿山、建筑、水电、港口
等工程的土石方工程机械。它的作业对
象主要是各种土壤、砂石料、灰料及其
他筑路用散状物料等，主要完成铲、装、
卸、运等作业，也可对岩石、硬土进行
轻度铲掘作业，如果换装不同工作装置，
还可以扩大其使用范围，完成推土、起
重、装卸等工作。在道路特别是高等级
公路施工中，它主要用于路基工程的填

图 6-7

轮式装载机

挖、沥青和水泥混凝土料场的集料、装料等作业 ；此外还可进行推运土壤、刮平地面
和牵引其他机械等作业。由于它具有作业速度快、效率高、操作轻便等优点，因而装
载机在国外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土、石方工程施工的主要机种之一。
轮式装载机由工作装置、行走装置、发动机、传动系统、转向制动系统、液压系统、
操纵系统和辅助系统组成。具有重量轻、运行速度快、机动灵活、作业效率高、行走
时不破坏路面等特点 ；但是，轮胎接地比压大，重心高、通过性和稳定性较差。

（一）装载机分类及表示方法
装载机可以按以下几方面来分类 ：按行走方式分为轮胎式和履带式 ；按机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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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整体式和铰接式 ；按使用场合的不同可分为露天用装载机和井下用
装载机 ；按发动机功率分为小、中、大和特大型四种。功率小于 74kW 为小型 ；功率
位于 74 ～ 147kW 为中型；功率位于 147 ～ 515kW 为大型；功率大于 515kW 为特大型。
国产装载机的型号用字母 Z 表示，第二个字母 L 代表轮胎式装载机，无 L 表示
履带式装载机，后面的数字代表额定载重量。如 ZL50，代表额定载重量为 5t 的轮胎
式装载机。

（二）装载机安全使用要点
1. 作业前应检查各部管路的密封性，制动器的可能性，检视各仪表指示是否正常，
轮胎气是否符合规定 ；
2. 当操纵动臂于转斗达到需要位置后，应将操纵阀杆置于中间位置 ；
3. 装料时，铲斗应从正面铲料，严禁单边受力。卸料时，铲斗翻转，举臂应低速
缓慢动作 ；
4. 不得将铲斗提升到最高位置运输物料。运载物料时，应保持动臂下铰点离地
400mm，以保证稳定行驶 ；
5. 无论铲装或挖掘，都要避免铲斗偏载。不得在收斗或半收斗而未举时就前进。
铲斗装满后应举臂到距地面约 500mm 后，再后退，转向，卸料 ；
6. 铲装物料时，前后车架要对正，铲斗放平为好。如遇较大阻力或障碍物应立即
放松油门，不得硬铲 ；
7. 在运送物料时，要用喇叭信号与车辆配合协调工作 ；
8. 装车间断时，不要长时间将铲斗长时间悬空等待 ；
9. 铲斗举起后，铲斗，动臂下严禁有人，若需举起铲斗维修时，则必须用其他物
体可靠地支持住动臂，以防万一 ；
10. 铲斗装有货物行驶时，铲斗应尽量放低，转向时速应放慢，以防失稳。

五、压路机械
（一）压路机组成与压实机理
压路机是一种特制钢轮或光面轮胎为作业装置的压实施工机械，广泛应用于道路
工程、机场港口、矿山水坝、沟槽回填等土石填方及路面铺装材料的压实作业，其作
用是增加工作面的密实度，从而提高工作面的结构强度和刚度，增强抗渗透能力和气
候稳定性，降低或消除沉陷，最终达到提高工程承载能力、延长使用寿命、降低维修
费用的目的。常见的几种压路机如图 6-8
1. 振动（冲击）碾压机械 ：是利用专门的振动（冲击）机构，以一定的频率和振
幅振动，并通过滚轮往复滚动传递给碾压层，使碾压层材料的颗粒在振动（冲击）和
静压力联合作用下发生振动（冲击）位移而重新组合，使之提高密实度和稳定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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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压实目的，这类机械包括各种拖式和自行式振动（冲击）压路机。
2. 静压压路机械 ：是依靠机械自重的静压力作用，利用滚轮在碾压层表面往复滚
动，使被压实层产生一定程度的永久变形而达到压实目的。这类压实机械包括各种型
号的光轮压路机、轮胎压路机、羊脚压路机及各种拖式压滚等设备。

（二）压路机分类
1. 静作用（碾）压路机 ：三轮静碾压路机、两轮静碾压路机、拖式静碾压路机、
自行式轮胎压路机、拖式轮胎压路机。
2. 振动压路机 ：轮胎驱动单轮振动压路机、组合式振动压路机、手扶式振动压路
机、拖式振动压路机、斜坡振动压实机、沟槽振动压实机。
3. 冲击式压路机 ：冲击式方滚压路机、振冲式多棱压路机。

图 6-8

几种不同形式的压路机

（三）压路机安全操作要点
1. 振动压路机安全操作
（1）作业时，压路机应先起步后才能起振，内燃机应先置于中速，然后再调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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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变速与换向时应先停机，变速时应降低内燃机转速。
（2）严禁压路机在坚实的地面上进行振动。
（3）当土的含水量超过 30% 时不得碾压，含水量少于 5% 时，宜适当洒水。
（4）工作地段的纵坡不应超过压路机的最大爬坡能力，横坡不应大于 20o。
（5）变换压路机前进、后退方向时，应待滚轮停止后进行，不得利用换向离合器
制动用。
（6）在新建道路上进行碾压时，应先在不振动情况下碾压 1~2 遍，然后再振动辗压。
碾压松软路基时，应先在不振动情况下碾压 1~2 遍，然后再振动辗压。碾压时，振动
频率应保持一致。对可调振频的振动压路机，应先调好振动频率后再作业，不得在没
有起振情况下调整振动频率。
（7）换向离合器、起振离合器和制动器的调整，应在主离合器脱开后进行。
（8）上、下坡时，不得使用快速档，下坡时不得空档滑行。在急转弯时，包括铰
接式振动压路机在小转弯绕圈碾压时，严禁使用快速档。压路机在高速行驶时不得接
合振动。
（9）停机时应先停振，然后将换向机构置于中间位置，变速器置于空档，最后拉
起手制动操纵杆，内燃机怠速运转数分钟后熄火。
（10）作业后，应将压路机停放在平坦坚实的地方，并制动住，不得停放在土路
边缘及斜坡上，也不得停放在妨碍交通的地方。严寒季节停机时，应将滚轮用木板垫
离地面。
（11）压路机转移工地距离较远时，应采用汽车或平板拖车装运，不得用其他车
辆拖拉牵运。
2. 静压压路机安全操作
（1）压路机碾压的工作面，应经过适当平整，对新填的松软路基，应先用羊足碾
或打夯机逐层碾压或夯实后，方可用压路机碾压。
（2）当土的含水量超过 30％时不得碾压，含水量少于 5％时，宜适当酒水。
（3）工作地段的纵坡不应超过压路机最大爬坡能力，横坡不应大于 20o。
（4）应根据碾压要求选择机重。当光轮压路机需要增加机重时，可在滚轮内加砂
或水。当气温降至 0℃时，不得用水增重。轮胎压路机不宜在大块石基础层上作业。
（5）作业前，各系统管路及接头部分应无裂纹、松动和泄漏现象，滚轮的刮泥板
应平整良好，各紧固件不得松动，轮胎压路机还应检查轮胎气压，确认正常后方可启
动。不得用牵引法强制启动内燃机，也不得用压路机拖拉任何机械或物件。
（6）启动后，应进行试运转，确认运转正常，制动及转向功能灵敏可靠，方可作
业。开动前，压路机周围应无障碍物或人员。
（7）碾压时应低速行驶，变速时必须停机。速度宜控制在 3 ～ 4km/h 范围内，在
一个碾压行程中不得变速。碾压过程应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碾压第二行时必须与第
一行重叠半个滚轮压痕。
（8）变换压路机前进、后返方向，应待滚轮停止后进行。不得利用换向离合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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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用。在新建道路上进行碾压时，应从中间向两侧碾压。碾压时，距路基边缘不应
少于 0.5m。
碾压傍山道路时，应由里侧向外侧碾压，距路基边缘不应少于 1m。上、下坡时，
应事先选好档位，不得在坡上换档，下坡时不得空档滑行。
（9）两台以上压路机同时作业时，前后间距不得小于 3m，在坡道上不得纵队行驶。
在运行中，不得进行修理或加油。需要在机械底部进行修理时，应将内燃机熄火，用
制动器制动住，并楔住滚轮。
（10）对有差速器锁住装置的三轮压路机，当只有一只轮子打滑时，方可使用差
速器锁住装置，但不得转弯。
（11）作业后，应将压路机停放在平坦坚实的地方，并制动住。不得停放在土路
边缘及斜坡上，也不得停放在妨碍交通的地方。严寒季节停机时，应将滚轮用木板垫
离地面。
（12）压路机转移工地距离较远时，应采用汽车或平板拖车装运，不得用其他车
辆拖拉牵运。

六、平地机
（一）平地机的基本构造
平地机主要由发动机、传动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液压系统、电气系统、
操作系统、前后桥、机架、工作装置及驾驶室组成的。

（二）平地机的安全使用要点
1. 平地机刮刀和齿耙都必须在机械起步后才能逐渐切人土中。在铲土过程中，对
刮刀的升降调整要一点一点地逐渐进行，避免每次拨动操作杆的时间过长，否则会使
地段形成波浪形的切削，影响到以后的施工。
2. 行驶时必须将铲刀和松土器提升到最高处，并将铲刀斜放，两端不超出后轮
外侧。
3. 禁止平地机拖拉其他机械，特殊情况只能以大拉小。
4. 遇到土质坚硬需用松土器翻松时应慢速逐渐下齿，以免折断齿顶，不准使用松
土器翻松石渣及高级路面，以免损坏机件或发生其他意外事故。
5. 工作前必须清除影响施工的障碍物和危险物品。工作后必须停放在平坦安全的
地区，不准停放在坑洼流水缝或斜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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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钻机
循环钻机采用机械传动方式，使平行于地面的转盘转动，通过钻杆带动钻头旋转
切削土层或岩层，以泥浆作为介质，将钻头切削下来的钻渣取出地面。循环钻机分为
正循环回转钻机和反循环回转钻机两种。

（一）工作原理
正循环钻机 ：泥浆由泥浆泵向钻杆输进，钻渣随泥浆沿孔壁上升，从孔口溢入泥
浆池。钻渣沉积后，较干净的泥浆流回泥浆池，形成一个工作循环。
反循环钻机：与正循环方向相反，夹带钻渣的泥浆经钻头、空心钻杆、提升笼头、
胶管进入泥浆泵，再从泵的闸阀排出流入泥浆池中，而后泥浆经沉淀后再流向孔井内。
正、反循环钻机示意图如图 6-9 所示。

1. 钻头

（a）正循环排渣；
（b）反循环排渣
2. 泥浆循环方向 3. 沉淀池 4. 泥浆池 5. 泥浆泵 6. 砂石泵
7. 水阀 8. 钻干 9. 钻机回旋装置 10. 排渣胶管
图 6-9

正、反循环钻机示意图

（二）适用范围和性能
循环钻机适用于各类中等及以上直径的灌注桩，较适用于一般的黏性土、砂类土、
卵石粒径小于钻杆内径 2/3. 含卵石量少于 20％的卵石土、较软的岩石等。成孔直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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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循环为 80 ～ 300cm ；反循环为 80 ～ 250cm ；孔深 ：正循环为 30 ～ 100m ；反循环
为 40（泵吸）～ 150（气举）m。

（三）循环钻机安全操作
1. 正循环钻机安全操作
（1）作业前的准备
①了解技术施工资料，地质、水位情况，选择合适的钻具和施工方法。
②钻机的基础场地坚实平整，钻机底座必须加垫方木，不能置于不坚实的填土上，
以免不均匀的沉陷。钻机作业范围内，应设明显的安全标志，钻架顶部以上 5m 范围
内不能有高压线。水上作业时，应符合水上施工安全技术要求。
③检查钻架、钻盘、卷扬机、泥浆泵、水龙头等附属设备的完好情况，并检查防
护装置是否齐全。检查电器设备的完好情况，并设有良好的接地装置。检查各润滑部
位的润滑油量，不足时应当加足。检查钻机的中心度与水平度，如不合要求，应予调整。
④钻机安装完毕后，连接好泥浆循环系统，先空机运转 20 分钟确认各部正常后，
方可开始钻进。
⑤检查井口护筒及其埋设是否符合要求，及检查择污防污措施是否完善。
（2）作业中的要求
①在钻进时，应有统一的指挥人员，不允许多头指挥。钻进时，先向孔内输送泥
浆，待泥浆从孔内流出后，再开动钻盘。初钻时应以低速钻进，逐步提高。
②在不同土壤的情况下，应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合适的钻具和操作方法。根据
不同土层，掌握卷扬机钢丝绳的松紧度，使钻头保持合适的速度，均匀钻进。起落钻
头要平稳，避免撞击孔壁。
③随时注意井内的水位，保持规定的水压，经常测量泥浆的比重，并保持稳定流
量，严禁出现负压。随时检查钢丝绳的完好俏况，断丝超过规定时，禁止使用，必须
更换新品。
④禁止钻机在运转过程中，进行修理和润滑。当钻头磨损更换新钻头时，应修整
孔底。修整时、钻头应在稍高于孔底处开始。拆卸钻杆时要严防钻头脱落，钻杆接头
要拧紧，以防脱扣。
⑤当起重量达到钻架和工具卷简最大负荷时，应检查钻架状况及工具卷筒的制动
情况。检查时所有人员应离开钻架底部。
⑤钻盘上严禁放置物品，以防旋转时物品抛出伤人。
⑥停止钻进时，必须将钻头提起，但泥浆不能中断，以防埋钻和塌孔。
（3）作业后的要求
每班作业后应及时做好例保工作。短期停用，应将钻架放倒，各附属设备收集存放，
并将机械移至坚硬的地面上停放。长期停用，应对机械进行全面的检查和保修，停放
到指定地点，露天存放则应加垫加盖，以防日晒雨淋。
2. 反循环钻机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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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业前准备
①详细了解钻孔部位的地质、水位情况，以便确定钻头和钻进的各项参数。
②钻机的基础场地必须坚实、平整，钻机底座必须加垫方木，并调整好水平。水
上作业，应符合水上施工的安全要求。
③检查钻架、转盘、水龙头、卷扬机、排渣系统、钻杆夹持装置及钻杆指示装置
等的完好情况。检查电器设备的完好情况，并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转盘应为顺时针
方向旋转，发现反向，应改变电机接线。检查各部连接螺栓有无松动，钻杆法兰的连
接螺栓必须用特制螺栓，不能用普通螺栓代替。检查各润滑点的润滑情况，及各运转
总成的油面高度，不足时增补。检查各管路接头的密封情况，并进行必要的紧固工作。
检查排渣防污及供水系统是否完善。检查钻机安装后吊钩中心是否对准孔位中心。空
气反循环钻机应检查空压机及输气系统的完好情况。
④钻机作业范围内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钻架顶部 5m 以内不能有高压电线。
⑤钻机安装完毕后，接通泵吸（或空气）反循环系统，经空车试运转 20 分钟确
认无异常后，方可开始钻进。
（2）作业中的要求
①在钻进时，应有统一的指挥人员，不允许多头指挥。
②每次接妥钻杆钻具放入水中后，应将钻头提升距孔底 20~30cm，以防堵塞吸渣口。
③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选择适当的转速和扭矩，以便达到最佳地钻进效果。
④变速箱换档时，先停机、挂档后才能开机。起落钻头要平稳，避免撞击孔壁。
⑤当第一节钻杆钻完时，先停止转动，使反循环系统延续工作至孔底沉渣排洗后
再换接钻杆，并予拧紧，以防漏气、漏水。
⑥密切注意水龙头工作情况，若发现漏气、漏渣，应立即更换密封圈。随时检查
钢丝绳的完好情况，断丝若超过规定时，禁止使用，必须更换新品。
⑦严禁在钻机运转过程中进行修理或润滑。钻盘上严禁放置物品，以免旋转中抛
出伤人。
（3）作业后的要求
每班作业后，应及时做例保工作。短期停用，应将钻架放倒，各附属设备收集存
放，并将钻机移至平坦坚实的地点停放。长期停用，应对钻机进行全面的检查和保修，
停放到指定地点 ；露天存放则应加垫加盖，以防日晒雨淋。

二、旋挖钻机
（一）工作原理
旋挖钻机是一种高度集成的桩基施工机械，采用一体化设计，履带式 360o 回转
底盘及桅杆式钻杆，一般为全液压系统。旋挖钻机采用短螺旋钻头或旋挖斗，通过电
动机转动增大扭矩直接将土或砂砾等旋转挖掘，然后土筒提升出孔外，可实现干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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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mm

5300mm

21525mm

孔。示意图如图 6-10 所示。

图 6-10

旋挖钻机示意图

（二）适用范围和性能
旋挖钻机一般适用于黏土、粉土、砂土、淤泥质土、人工回填土及含有部分卵
石、碎石地层中等硬度风化岩层。对于具有大扭矩动力头和自动内振式伸缩钻杆的
钻机，可适用微风化岩层的钻孔施工。在灌注桩、连续墙、基础加固等多种地基基础
施工中得到广泛应用，旋挖钻机的额定功率一般为 125 ～ 450kW，动力输出扭矩为
120 ～ 400kN·m，最大成孔直径可达 4m，最大成孔深度为 90m，可以满足各类大型
基桩和基坑围护桩施工的要求。

（三）旋挖钻机安全操作
1. 施工场地要合理布置，平整场地，清除杂物。
2. 在操作前或操作期间，操作手禁止饮酒、服药或吃任何可能销弱操作能力的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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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钻机开始钻进前，操作手务必观察了解工作区域地层断面图
4. 工作中，所有钻机工作人员必须戴安全帽、穿工作服和工作鞋。
5. 钻机启动前，操作手必须完成本班例保的相应内容。启动时应先让发动机怠速
运转 2 分钟、冬季 5 分钟、检查仪器各仪表、指示灯是否正常，如无异常，方可正常
钻进。
6. 操作中，禁止盲目加压，提升压力应控制在 300 帕左右，旋转压力控制在 100
帕左右。
7. 经常检查钢丝绳在主卷扬筒上是否排列有序，若有错乱，应重新绕排。经常检
查活接头的工作情况，如发现钢丝绳有扭转现象，应检查活接头，必要时，应更换。
经常检查钻杆工作情况，如有收不回或放不出的现象时或有其他异常情况时，应立即
报告当班领导，切忌盲目处理。
8. 工作中，任何指示灯不正常亮时均应停机检查，查明原因，修好后方可继续工作。
9. 在使用甩土马达时，应先按住手柄上的电控按钮，待系统压力升至 15 帕后，
再缓慢操作手柄至最大位置 ；停止时，应先慢退回手柄，再松开按钮。严禁在手柄还
没有回位的情况下，突然松开电控按钮。
10. 工程完工后，必须对钻机进行清洗，尤其注意清洗钻杆内部的沉渣。
11. 在雨季作业，工作现场必须有排水措施。
12. 遇有六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时，应放倒桅杆、关闭电源、停止任何作业。

三、长螺旋钻机
长螺旋钻机（如图 6-11）主要由行走机构、回转机
构、动力机构、液压机构和操纵机构组成。该机包括液
压步履桩架和钻进系统两部分。桩架采用液压步履式底
盘，自动化程度高，可自行行走及 360 度回转，设有四
条液压支腿及一条行走油缸以辅助行走及回转同时增加
施工时的整机稳定性，可整机进行转运。钻进系统包括
动力头与钻具，动力头的输出轴与螺旋钻具为中空式，
桩机采用长螺旋成孔，可通过钻杆中心管将混凝土或泥
浆进行泵送混凝土桩施工，即能钻孔成孔一机一次完成，
也可用于干法成孔、注浆置换改变钻具后还可采取深层
搅拌等多种工法进行施工。

图 6-11

长螺旋钻机示意图

（一）工作原理
长螺旋钻机钻进时，电动机转动并通过减速箱，带动长螺旋钻杆转动，钻头的下
部有切削刃，钻杆带动钻头旋转切削土层，切削下来的土便沿着螺旋叶片上升至地表，
排出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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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螺旋钻机安全操作
1. 安装前，应检查并确认钻杆及各部位无变形 ；安装后，钻杆与动力头的中心线
允许偏斜为全长的 1%，10m 以上的钻杆不得在地面上接好后一次吊起安装。
2. 钻机操作工在操作前，应熟知桩机结构，性能及使用方法。
3. 施工场地应平整、坚实、松软地段应铺垫碾压，钻机应放置平稳、坚实。机电
设备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凡上岗者均应持有操作合格证。
4. 开始作业时，应用电铃或其他方式发出信号，通知周围人员离开。
5. 启动前，将操作杆放在空挡位置，启动后，应空运转试验，检查仪表、温度、音响、
制动等各项工作正常，方可作业。
6. 钻孔时，当机架出现摇晃、移动、偏斜或发生有节奏的响动时，应立即停钻，
经处理后，方可继续下钻，钻机发出下钻限位报警信号时，应停钻，将钻杆稍稍提升，
待解除警报后，方可继续下钻。
7. 打桩机在工作中应密切注视控制盘上电流、电压的指示情况。若发现异响或发
生卡钻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停止下钻，未查明原因前，不得强行启动。
8. 作业过程中应经常检查轴承温度及轴承盖螺钉是否有松动现象，要严格检查偏
心铁块联结螺钉有无松动，防止发生事故。
9. 下钻过程中，严禁进行机械的保养、维护工作。接长钻杆或安装桩帽时，工作
人员必须佩带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带）。
10. 打桩机停止工作后，应立即切断电源，如长期停用，应对桩机进行检查、保养，
并做好电机的防潮保护。

四、冲击钻机
（一）工作原理
冲击钻孔是利用钻机的曲柄连杆机构，将动力的回转运动改变为往复运动，通过
钢丝绳带动冲锤上下运动，通过冲锤自由下落的冲击作用，将卵石或岩石破碎，钻渣
随泥浆（或用掏渣筒）排出，示意图如图 6-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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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副滑轮 2—主滑轮 3—主杆 4—前拉索 5—后拉索 6—斜撑
7—滚筒卷扬机 8—导向轮 9—垫木 10—钢管 11—供浆管
12—溢流口 13—泥浆渡槽 14—护筒回填土 15—钻头
图 6-12

冲击钻机示意图

（二）冲击钻机安全操作
1. 冲击钻机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熟悉冲击钻机的性能、结构、原理，考试合
格并取得操作证，方可操作。
2. 安装钻机的场地必须平整、坚实，并铺设垫木，保证钻机在工作时的稳固性，
以免局部下沉影响钻孔精度 ；安装中必须保持机架水平 ；树立钻机桅杆前应系上四根
风缆绳，然后再将桅杆树起。
3. 开机前应检查所有机构的正确性，并向全部润滑点和油嘴加注润滑油。清除钻
机上的无关杂物。检查电机旋向、制动装置的可靠性以及摩擦离合器和启动装置的工
作性能，待一切正常后方可作业。
4. 钻头应安装正确，钻具上应无裂纹并连接牢固 ；在工作中不得使用重量超过说
明书规定重量的钻具 ；为避免钻具被夹住，不工作时，不得将其停留在井底。
5. 钻机的桅杆升降时，操作人员站在安全的位置上进行。启动电机时，应打开钻
机所有摩擦离合器。钻机工作时严禁去掉相关的安全防护罩。钻机工作时严禁进行紧
固钻机零件、加油触摸钢丝绳等，一切维修保养工作都应停机后进行。
6. 遇有恶劣天气时禁止上桅杆工作。无论什么情况下，当桅杆上段有人工作时，
桅杆下不许停留其他人员。
7. 在施钻过程中应随时注意设备的运转情况，如发生异响、索具破损、卡钻以及
其他不正常情况时，要立即停车，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后，方可继续作业。
8. 钻机使用完后，要按说明书的规定进行清洗和保养。
·209·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内部学习资料

第四节

施工安全技术 C1

混凝土施工机械

一、混凝土搅拌机械
（一）分类
混凝土拌合设备类型分为水泥混凝土搅拌机、与混凝土搅拌机配套的水泥混凝土
搅拌站（楼）两大类。
混凝土搅拌机按作业方式分 ：连续作业式、周期作业式 ；按搅拌方式分 ：自落式、
强制式 ；按卸料方式分 ：倾翻式、非倾翻式 ；按移动方式分 ：固定式、移动式 ；按使
用动力分 ：电动式、内燃式 ；按其结构形式分为 ：鼓筒式、双锥反转出料式和强制式
等。混凝土搅拌站示意图如图 6-13 所示。

图 6-13

水泥混凝土搅拌站示意图

市政工程使用的水泥混凝土搅拌设备多为强制式，强制式搅拌设备对骨料粒径有
一定的要求，可拌制干硬性和塑性混凝土及砂浆，适用于水泥混凝土路面工程。

（二）混凝土搅拌机的安全使用
1. 新机使用前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对系统和部件进行检验及必要的运转 ；
2. 移动式搅拌机的停放位置必须选择平整坚实的场地，周围应有良好的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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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机就位后，放下支腿将机架顶起，使轮胎离地。在作业时期较长的地区使用时，
应用垫木机器架起，卸下轮胎和牵引杆，并将机器调平。料斗放到最低位置时，在料
斗与地面之间应加一层缓冲垫木 ；
3. 接线前检查电源电压，电压升降幅度不得超过搅拌机电气设备规定的 5% ；
4. 作业前必须先进行空载试验，观察搅拌桶式叶片旋转方向是否与箭头所示方向
一致。如方向相反，则应改变电机接线。反转出料的搅拌机，应按搅拌桶正反转运转
数分钟，查看有无冲击抖动现象。如有异常噪声应停机检查。拌桶或叶片运转正常后
进行料斗提升试验，观察离合器，制动器是否灵活可靠。检查和校正供水系统的指示
量与实际水量是否一致，如误差超过 2%，应检查管路是否漏水，必要时调整节流阀；
5. 每次加入的混合料，不得超过搅拌机规定值。为减少粘罐，加料的次序应为粗
骨料 - 水泥 - 砂子，或砂子 - 水泥 - 粗骨料 ；
6. 料斗提升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通过。如必须在料斗下进行检修时，
应将料斗提升后，用铁链锁住 ；作业中不得进行检修，调整和加油。并勿使砂，石等
物料落入机器的传动系统内 ；
7. 搅拌过程不宜停车，如因故必须停车，在再次启动前因卸除载荷，不得带载启
动。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搅拌机，在停机前先脱开离合器，停机后应合上离合器 ；
8. 如遇冰冻气候，停机后应将供水系统积水放尽。内燃机的冷却水也应该放尽。
搅拌机在场内移动或远距离运输时，应将进料斗提升到上止点，用保险铁链锁住 ；
9. 固定式搅拌机安装时，主机与辅助机都应用水平尺校正水平。有气动装置的，
风源气压应稳定在 0.6MP 左右。作业时不得打开检修孔，入孔检修先把空气开关关闭，
并派人监护。

二、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图 6-14）
是运输混凝土的专用车辆，是在
载重汽车的底盘上安装一套能慢
速旋转的混凝土搅拌装置。在混
凝土运输过程中，由于装载混凝
土的搅拌筒可以作慢速旋转，使
混凝土不断地受到搅动，防止产
生分泌离析现象，因而能够保证
混凝土的和易性。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除了采用
载重汽车底盘外，其余主要由传

图 6-14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动系统、搅拌装置、供水系统和
操作系统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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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凝土振捣器具
混凝土振捣器是一种借助动力通过一定装置作为振源产生频繁的振动，并使这种
振动传递给混凝土，以振动捣实混凝土的设备。

（一）工作原理
振捣器具产生具有一定频率、振幅和激振力的振动能量，通过一定方式传递混凝
土拌合物 ；混凝土拌合物在振动的作用下，混凝土拌合物的颗粒间原有的黏着力、摩
擦力显著下降，呈现出“重质液体状态”，骨料颗粒在重力的作用下逐渐下沉，重新
排列并相互挤紧，保证混凝土密实。而颗粒之间的空隙则被水泥浆完全填充，空气以
气泡形式逸出，最终达到密实混凝土的目的。

（二）分类
1. 按传递振动方式分为：内部振动器（插入式振动器）、外部振动器（附着振动器）、
平板（表面）振动器、平台式振动器等四种。见图 6-15。

（a）内部振动器

（b）外部振动器

（c）平板振动器

（d）平台式振动器
图 6-15

振动器

2. 按工作部分的结构特征分为：锥形（杆形或锥形）、棒形（杆形或柱形）、片形、
条形（R 形）、平台形等。
3. 按振源的振动形式分为 ：偏心式、行星式、往复式、电磁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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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使用振源的动力分为 ：电动式、风动式、内燃式和液压式等。
5. 按 振 动 频 率 分 为 ：高 频 式（133 ～ 350Hz）、 中 频 式（83 ～ 133Hz）、 低 频 式
（33 ～ 83Hz）。
6. 按驱动动力分为：电动振动器、燃油驱动振动器等。振动器多采用电动或风动，
内燃式用于缺乏电源的情况，以小型汽油机驱动。

（三）凝土振动器的使用要点
1. 内部式振动器安全使用要点 ：
（1）内部式振动器在使用前应检查各部件是否完好，各连接处是否紧固，电动机
绝缘是否良好，电源电压和频率是否符合铭牌规定。
（2）检查合格后，方可接通电源进行试运转。
（3）作业时，要使振动棒自然沉入混凝土，不可用力猛往下推。一般应垂直插入，
并插到下层尚未初凝层中 50-100mm，以促使上下层相互结合。
（4）振动棒各插点间距应均匀，一般间距不应超过振动棒抽出有效作用半径的
1.5 倍。
（5）应配开关箱安装漏电保护装置，熔断器选配应符合要求。
（6）振动器操作人员应掌握一般安全用电知识，作业时应穿戴好橡胶鞋和绝缘手套。
（7）工作停止移动振动器时，应立即停止电动机转动；搬动振动器时，应切断电源。
（8）不得用软管和电缆线拖拉、扯动电动机。
（9）电缆上不得有裸露之处，必须放置在干燥、明亮处 ；不允许在电缆上堆放其
他物品，不允许车辆直接在其上通过，更不能用电缆吊挂振动器等物。
2. 附着式振动器安全使用要点 ：在一个模板上同时使用多台附着式振动器时，各
振动器的频率应保持一致，相对面的振动器应错开安装。使用时，引出电缆不得拉得
过紧，以防断裂。作业时，必须随时注意电气设备的安全，熔断器和接地（接零）装
置必须合格。
3. 振动台的安全使用要点 ：振动台是一种强力振动成型设备，应安装在牢固的基
础上，地脚螺栓应有足够强度并拧紧。同时在基础中间必须留有地下坑道，以便调整
和维修。使用前要进行检查和试运转。齿轮应承受高速重负荷，需要良好的润滑和冷
却。齿轮箱内油面应保持在规定的水平面上，工作时温升不得超过 70℃。

四、混凝土泵与泵车
（一）工作原理
混凝土（地）泵是通过管道依靠压力输送混凝土的施工设备，主要分为闸板阀混
凝土地泵和 S 阀混凝土地泵；适用于水厂构筑物和桥梁大体积混凝土工程。如图 6-16。
再一种就是将泵体装在汽车底盘上，配装备可伸缩和折叠的布料杆，利用汽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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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输送混凝土的泵车，如图 6-16 所示。

（a）汽车泵

（b）地泵
图 6-16

常见混凝土泵

（二）分类
按构造和工作原理，可以分为活塞式、挤压式、风动式 ；其中活塞式混凝土泵又
因传动方式的不同而分为机械式和挤压两类 ；按驱动方式可以分为电机驱动和柴油机
驱动；按其理论输送量，可分为小型（小于 30m³/h）、中型（30 ～ 80m³/h）、大型（大
于 80m³/h）；按其分配阀形式，可以分为管型阀、闸板阀和转阀 ；按移动方式，可分
为固定式、拖挂式和车载式 ；固定式混凝土泵安装在固定机座上，多由电动机驱动，
适用于工程量大、移动少的场合。

（三）混凝土泵及泵车的安全使用
1. 泵机必须放置在坚固平整的地面上，如必须在倾斜地面停放时，可用轮胎制动
器卡住车轮，倾斜度不得超过 3o ；
2. 泵送作业中，料斗中的混凝土平面应保持在搅拌轴轴线以上，供料跟不上时要
停止泵送 ；
3. 料斗网格上不得堆满混凝土，要控制供料流量，及时清除超粒径的骨料及异物；
4. 搅拌轴卡主不转时，要停止泵送，及时排除故障 ；
5. 供料中断时间，一般不宜超过 1h。停泵后应每隔 10min 作 2 ～ 3 个冲程反泵 正泵运动，再次投入泵送前应先搅拌 ；
6. 在管路末端上安全盖，其孔口应朝下。若管路末端已是垂直向下或装有向下
o

90 弯管，可不装安全盖 ；
7. 当管中混凝土即将排尽时，应徐徐打开放气阀，以免清洗球飞出时对管路产生
冲击 ；
洗泵时，应打开分配阀阀窗，开动料斗搅拌装置，作空载推送动作。同时在料斗
和阀箱中冲水，直至料斗，阀箱，混凝土缸全部洗净，然后清洗泵的外部。若泵机几
天内不用，则应拆开工作缸橡胶活塞，把水放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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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混凝土布料机
混凝土布料机是将混凝土进行分布和摊铺以减轻工人劳动程度，提高工作效率的
一种设备。主要由臂架、输送管、回转架、底座等组成。

（一）混凝土布料机分类
立式布料机的机构比较简单，常见有液压式内爬式布料机、手动动式布料机、附
着在塔式起重机上的布料杆。

（二）混凝土布料机安全使用
1. 布料机配重量必须按使用说明要求配置。
2. 手动布料机必须安装在坚固平整的场地上，四只腿水平误差不得大于 3mm，
且四只腿必须最大跨距锁定，多方向拉结（支撑）固定牢固后方可投入使用。
3. 布料机必须安装配重后方可展开或旋转悬臂泵管。
4. 布料机使用时的风速不得大于 10.8m/s。
5. 布料机在整体移动时，必须先将悬臂泵管回转至主梁下部并用绳索固定。
6. 布料机的布料杆在悬臂动作范围内无障碍物影响，无高压线。

第五节

钢筋机械

一、钢筋机械概述
钢筋机械主要包括强化、调直、弯箍、切断、弯曲、组件成型和钢筋续接等设备。
钢筋加工机械的作用是将盘条钢筋和直条钢筋加工成为钢筋工程安装施工所需要的长
度尺寸、弯曲形状或者安装组件。

二、钢筋强化机械
为了提高钢筋强度，通常对钢筋进行冷加工。冷加工的原理是利用机械对钢筋施
以超过屈服点的外力，使钢筋产生变形，从而提高钢筋的强度和硬度，减少塑性变形。
同时还可以增加钢筋长度，节约钢材。钢筋冷加工主要有冷拉、冷拔、冷轧和冷轧扭
四种工艺。钢筋强化机械是对钢筋进行冷加工的专用设备，主要有钢筋冷拉机、钢筋
冷拔机等。
·215·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内部学习资料

施工安全技术 C1

（一）钢筋冷拉机
1. 钢筋冷拉机
常用的钢筋冷拉机有卷扬机式冷拉机械、阻力轮冷拉机械和液压冷拉机械等。其
中卷扬机式冷拉机械具有适应性强、设备简单、成本低、制造维修容易等特点。
卷扬机式钢筋冷拉机主要由电动卷扬机、钢筋滑轮组（定滑轮组、动滑轮组）、地锚、
导向滑轮、夹具（前夹具、后夹具）和测力器等组成。
2. 钢筋冷拉机械操作要点
（1）应根据冷拉钢筋的直径，合理选用卷扬机。卷扬钢丝绳应经过封闭式导向滑
轮并和被拉钢筋水平方向成直角。卷扬机的位置应使操作人员能见到全部冷拉场地，
卷扬机与冷拉中线距离不得少于 5m。
（2）冷拉场地应在两端地锚外侧设置警戒区，并应安装防护栏及警告标志。无关
人员不得在此停留。操作人员在作业时必须离开钢筋 2m 以外。
（3）用配重控制的设备应与滑轮匹配，并应有指示起落的记号，没有指示记号时
应有专人指挥。
（4）配重框提起时高度应限制在离地面 300m 以内，配重架四周应有栏杆及警告
标志。
（5）作业前，应检查冷拉夹具，夹齿应完好，滑轮、拖拉小车应润滑灵活，拉钩、
地锚及防护装置均应齐全牢固。确认其良好后方可作业。
（6）卷扬机操作人员必须看到指挥人员发出信号，并待所有人员离开危险区后方
可作业。冷拉应缓慢、均匀。当有停车信号或见到有人进入危险区时，应立即停拉，
并稍稍放松卷扬钢丝绳。
（7）用延伸率控制的装置，应装设明显的限位标志，并应有专人负责指挥。
（8）夜间作业的照明设施，应装设在张拉危险区外。当需要装设在场地上空时，
其高度应超过 5m。灯泡应加防护罩，导线严禁采用裸线。
（9）作业后，应放松卷扬钢丝绳，落下配重，切断电源，锁好开关箱。

（二）钢筋冷拔机
1. 钢筋冷拔机钢筋冷拔机分为立式单筒和卧式双筒两种。立式单筒冷拔机由电动
机、支架、拔丝模、卷筒、阻力轮、盘料架等组成。卧式双筒冷拔机的卷筒是水平设
置的。
2. 钢筋冷拔机操作要点
（1）应检查并确认机械各连接件牢固，模具无裂纹，轧头和模具的规格配套，然
后启动主机空运转，确认正常后方可作业。
（2）在冷拔钢筋时，每道工序的冷拔直径应按机械出了说明书规定进行，不得超
量缩减模具孔径，无资料时，可按每次缩减孔径 0.5 ～ 1.0mm 进行。
（3）轧头时，应先使钢筋的一端穿过模具长度达 100 ～ 500mm，再用夹具夹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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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业时，操作人员的手和轧辊应保持 300 ～ 500mm 的距离。不得用手直接
接触钢筋的滚筒。
（5）冷拔模架中应随时加足润滑剂，润滑剂应采用石灰和肥皂水调和晒干后的粉
末。钢筋通过冷拔模前，应抹少量润滑脂。
（6）当钢筋的末端通过冷拔模后，应立即脱开离合器，同时用手闸挡住钢筋末端。
（7）拔丝过程中，当出现断丝或钢筋打结乱盘时，应立即停机 ；在处理完毕后，
方可开机。

三、钢筋成型机械
钢筋成型机械主要有钢筋调直切断机、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等。它们的作用
是把原料钢筋，安装各种混凝土结构所需钢筋骨架的要求进行加工成形。

（一）钢筋调直切断机
1. 钢筋调直切断机钢筋调直切断机主要由放盘架、调直筒、传动箱、切断机构、
承受架及机座等组成。
2. 钢筋调直切断机操作要点
（1）料架、料槽应安装平直，并应对准导向筒、调直筒和下切刀孔的中心线。
（2）用手转动飞轮，检查传动机构和工作装置，调整间隙，紧固螺栓，确认正常
后，启动空运转，并应检查轴承无异响、齿轮啮合良好、运转正常后方可作业。
（3）应按调直钢筋的直径，选用适当地调直块及传动速度。调直块的孔径应比钢
筋直径大 2 ～ 5mm，传动速度应根据钢筋直径选用，直径大的宜选用慢速，经调试合格，
方可送料。
（4）在调直块未固定、防护罩未盖好前不得送料。作业中严禁打开各部位的防护
罩及调整间隙。
（5）当钢筋送入后，手与曳轮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得接近。
（6）送料前，应将不直的钢筋端头切除。导向筒前应安装一根 1m 长的钢管，钢
筋应先穿过钢管再送入调直前端的导孔内。
（7）经过调直后的钢筋如仍有慢弯，可逐渐加大调直块的偏移量，直到调直为止。
（8）切断 3 ～ 4 根钢筋后，应停机检查其长度。当超过允许偏差时，应调整限位
开关或定尺板。

（二）钢筋切断机
钢筋切断机是将钢筋原材料或已调直的钢筋切断成所需长度的专用机械，有机械
传动式和液压传动式两种。
1. 机械传动式钢筋切断机
（1）机械传动式钢筋切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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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传动式钢筋切断机适用于切断 6 ～ 40mm 普通碳素钢筋，如图 6-28 所示。
因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机械传动式钢筋切断机安全操作要点
①接送料的工作台面应和切刀下部保持水平，工作台的长度可根据加工材料长度
确定。
②启动前，应检查并确认切刀无裂纹，刀架螺栓紧固，防护罩牢靠。
③然后用手转动皮带轮，检查齿轮啮合间隙，调整切刀间隙。
④启动后，应先空运转，检查各传动部分及轴承运转正常后方可作业。
⑤机械未达到正常转速时不得切料。切料时，应使用切刀的中、下部位，紧握钢
筋对准刃口迅速投入 ；操作者应站在固定刀片一侧用力压住钢筋，以防止钢筋末端弹
出伤人。严禁用两手分在刀片两边握住钢筋俯身送料。
⑥不得剪切直径及强度超过机械铭牌规定的钢筋和烧红的钢筋。一次切断多根钢
筋时，其总截面积应在规定范围内。
⑦剪切低合金钢时，应更换高硬度切刀，剪切直径应符合机械铭牌规定。
⑧ 切 断 短 料 时， 手 和 切 刀 之 间 的 距 离 应 保 持 在 150mm 以 上， 如 手 握 端 小 于
400mm 时，应采用套管或夹具将钢筋短头压住或夹牢。
⑨运转中，严禁用手直接清除切刀附近的断头和杂物。钢筋摆动周围和切刀周围，
不得停留非操作人员。
⑩当发现机械运转不正常、有异常响声或切刀歪斜时，应立即停机检修。
⑪ 作业后，应切断电源，用钢刷清除切刀间的杂物，进行整机清洁润滑。
2. 液压传动式钢筋切断机

（1）液压传动式钢筋切断机

液压传动式钢筋切断机主要由电动机、液压传动系统（液体缸体、液压泵缸）、
操纵装置、定刀片、动刀片等组成。
（2）液压传动式钢筋切断机操作要点。
①接送料的工作台面应和切刀下部保持水平，工作台的长度可根据加工材料长度
确定。
②启动前，应检查并确认切刀无裂纹，刀架螺栓紧固，防护罩牢靠。然后用手转
动皮带轮，检查齿轮啮合间隙，调整切刀间隙。
③启动后，应先空运转，检查各传动部分及轴承运转正常后方可作业。
④机械未达到正常转速时，不得切料。切料时，应使用切刀的中、下部位，紧握
钢筋对准刃口迅速投入 ；操作者应站在固定刀片一侧用力压住钢筋，以防止钢筋末端
弹出伤人。严禁用两手分在刀片两边握住钢筋俯身送料。
⑤不得剪切直径及强度超过机械铭牌规定的钢筋和烧红的钢筋。一次切断多根钢
筋时，其总截面积应在规定范围内。
⑥剪切低合金钢时，应更换高硬度切刀，剪切直径应符合机械铭牌规定。
⑦ 切 断 短 料 时， 手 和 切 刀 之 间 的 距 离 应 保 持 在 150mm 以 上。 如 手 握 端 小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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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mm 时，应采用套管或夹具将钢筋短头压住或夹牢。
⑧运转中，严禁用手直接清除切刀附近的断头和杂物。钢筋摆动周围和切刀周围，
不得停留非操作人员。
⑨当发现机械运转不正常、有异常响声或切刀歪斜时，应立即停机检修。
⑩作业后，应切断电源，用钢刷清除切刀间的杂物，进行整机清洁润滑。
⑪ 液压传动式切断机作业前，应检查并确认液压油位及电动机旋转方向符合要

求。启动后，应空载运转，松开放油阀，排尽液压缸体内的空气，方可进行切筋。
⑫ 手动液压式切断机使用前，应将放油阀按顺时针方向旋紧 ；切割完毕后，应
立即按逆时针方向旋松。作业中，手应持稳切断机，并戴好绝缘手套。

（三）钢筋弯曲机
1. 钢筋弯曲机钢筋弯曲机是将调直、切断后的钢筋弯曲成所要求的尺寸和形状的
专用设备。在建筑工地使用较为广泛的是 GW40 型蜗轮蜗杆式钢筋弯曲机。蜗轮蜗杆
式钢筋弯曲机主要由机架、电动机、传动系统、工作机构（工作盘、插入座、夹持器、
转轴等）及控制系统等组成。
2. 钢筋弯曲机操作要点
①工作台和弯曲机台面应保持水平，作业前应准备好各种芯轴及工具。
②应按加工钢筋的直径和弯曲半径的要求，装好相应规格的芯轴和成形轴、挡铁
轴。芯轴直径应为钢筋直径的 2.5 倍。挡铁轴应有轴套。
③挡铁轴的直径和强度不得小于被弯钢筋的直径和强度。不直的钢筋，不得在弯
曲机上弯曲。
④应检查并确认芯轴、挡铁轴、转盘等无裂纹和损伤，防护罩坚固可靠，空载运
转正常后方可作业。
⑤作业时，应将钢筋需弯一端插入在转盘固定销的间隙内，另一端紧靠机身固定
销，并用手压紧 ；应检查机身固定销并确认安放在挡住钢筋的一侧，方可开动。
⑥作业中，严禁更换轴芯、销子和变换角度以及调速，也不得进行清扫和加油。
⑦对超过机械铭牌规定直径的钢筋严禁进行弯曲。在弯曲未经冷拉或带有锈皮的
钢筋时，应戴防护镜。
⑧弯曲高强度或低合金钢筋时，应按机械铭牌规定换算最大允许直径并应调换相
应的芯轴。
⑨在弯曲钢筋的作业半径内和机身不设固定销的一侧严禁站人。弯曲好的半成品，
应堆放整齐，弯钩不得朝上。
⑩车专盘换向时，应待其停稳后进行。
⑪ 作业后，应及时清除转盘及插入座孔内的铁锈、杂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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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钢筋焊接机械
（一）钢筋焊接机械的分类
焊接机械类型繁多，用于钢筋焊接的主要有对焊机、点焊机和手工弧焊机。
1. 对焊机 ：对焊机在 UN、UN1.UN5.UN8 等系列，钢筋对焊常用的是 UN1 系列。
这种对焊一机专用于电阻焊接、闪光焊接低碳钢、有色金属等，按其额定功率不同，
有 UN1-25.UN1-75.UN1-100 型杠杆加压式对焊机和 UN1-150 型气压自动加压式以
焊机等。
2. 点焊机 ：按照点焊机时间调节器的形式和加压机构的不同，可分为杠杆弹簧式
（脚踏式）、电动凸轮式和气、液压传动式三种类型。按照上、下电极臂的长度，可分
为长臂式和短臂式两种形式。
3. 弧焊机 ：弧焊机可分为交流弧焊机（又称焊接变压器）和直流弧焊机两大类，
直流弧焊机又有旋转式直流焊机（又称焊接发电机）、弧焊整流器和逆变焊机三种类
型。前者是由电动机带动弧焊发电机整流发电目前已淘汰 ；弧焊整流器是一种将交流
电变为直流电的手弧焊电源 ；而逆变焊机是直接将输入的交流电源逆变为直流焊接电
源，由于逆变焊机重量轻，能耗低，价格也低，目前广泛使用。

（二）钢筋焊接机械的结构简述
1. 对焊机。对焊机的电极分别装在固定平板和滑动平板上，滑动平板可沿机身上
的导轨移动，电流通过变压器次级线圈（铜引片）传到电极上，当推动压力机构使两
根钢筋端头接触到一起后，加力挤压，达到牢固的对接。
对焊工艺可分为电阻对焊和闪光对焊两种 ：
（1）电阻对焊：是将钢筋的接头加热到塑性状态后切断电源，再加压达到塑性连接。
这种焊接工艺容易在接头部位产生氧化或夹渣，并要求钢筋端面加工平整光洁，同时
焊接时耗电量大，需要大功率焊机，故较少采用。
（2）闪光对接：是指在焊接过程中，从钢筋接头处喷出的熔化金属粒呈现火花（即
闪光）。在熔化金属喷出的同时，也将氧化物及夹渣带出，使对焊接头质量更好，因
而被广泛地应用。
2. 点焊机。点焊机主要由焊接变压器、分级转换开关、电极、压力臂和压力弹簧、
杠杆操纵系统等组成。点焊时，将表面清理好并将平直的钢筋叠合在一起放在两个电
极之间，踏下脚踏板，使两根钢筋的交点接触紧密，同时，断路器也相接触，接通电
流，使钢筋交接点在极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电阻热，钢筋很快被加热到熔点而处于熔
化状态。放开脚踏板，断路器随杠杆下降而切断电源，在压力臂加厦下，熔化了的交
接点冷却后凝结成焊接点。
3. 交流弧焊机。交流弧焊机又称焊接变压器，其基本原理与一般电力变压器相同，
·220·

第六章

建筑施工机械

是一种结构最简单、使用很广的焊机。它是由电抗器和变压器两部分组成，上部为电
抗器，其作用是获得下降外特性 ；下部为变压器，它将 220V 或 380V 网路电源电压
降到 60 ～ 80V 左右。其电流调节可通过改变初次线圈的串联（接法Ⅰ）和并联（接
法Ⅱ）两种接法来实现。还能用调节手轮转动螺杆，使两次级线圈沿铁芯上下移动，
改变初级与次级线圈间的距离。距离越大，两者之间的漏磁也越大，由于漏抗增加，
使焊接电流减小。反之，则焊接电流增加。
4. 直流弧焊机。直流弧焊机又称焊接发电机，它是由共用同一转轴的三相感应电
动机和一台焊接发电机组成。机身上部控制箱内装有调节焊接电流的变阻器，下部装
有滚轮，便于移动。这类焊机在电枢回路内串有电抗器，引弧容易、飞溅少、电弧稳
定，可以焊接各种碳钢、合金钢、不锈钢和有色金属。

（三）钢筋焊接机械的安全使用
1. 对焊机的安全使用要点 ：
（1）对焊机应安置在室内或防雨的工棚内，并应有可靠的接零保护。当多台对焊
机并列安装时，相互间距不得小于 3m，并应分别接在不同相位的电网上，分别设置
各自的断路器。
（2）焊接前，应检查并确认对焊机的压力机构应灵活，夹具应牢固，气压、液压
系统不得有泄漏。调整断路限位开关，使其在焊接到达预定挤压量时能自动切断电源。
（3）焊接前，应根据所焊接钢筋的截面，调整二次电压，不得焊接超过对焊机规
定直径的钢筋。
（4）断路器的接触点、电极应定期光磨，二次电路连接螺栓应定期紧固。冷却水
温度不得超过 40℃ ；排水量应根据温度调节。
（5）焊接较长钢筋时，应设置托架。
（6）闪光区应设挡板，与焊接无关的人员不得入内。
（7）冬期施焊时，温度不应低于 8℃。作业后，应放尽机内冷却水。
2. 竖向钢筋电渣压力焊机
（1）应根据施焊钢筋直径选择具有足够输出电流的电焊机。电源电缆和控制电缆
连接应正确、牢固。焊机及控制箱的外壳应接零。
（2）作业前，应检查供电电压并确认正常，当一次电压降大于 8% 时，不宜焊接。
焊接导线长度不得大于 30m。
（3）作业前，应检查并确认控制电路正常，定时应准确，误差不得大于 5％，机
具的传动系统、夹装系统及焊钳的转动部分应灵活自如，焊剂应已干燥，所需附件应
齐全。
（4）作业前，应按所焊钢筋的直径，根据参数表，标定好所需的电流和时间。
（5）起弧前，上下钢筋应对齐，钢筋端头应接触良好。对锈蚀或粘有水泥等杂物
的钢筋，应在焊接前用钢丝刷清除，并保证导电良好。
（6）每个接头焊完后，应停留 5min ～ 6min 保温，寒冷季节应适当延长保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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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渣应在完全冷却后清除。
3. 点焊机安全使用要点 ：
（1）焊机通电后应检查电气设备、操作机构、冷却系统、气路系统及机体外壳有
无漏电等现象 ；
（2）焊机工作时，气路系统、水冷却系统应畅通。气体必须保持干燥，排水温度
不应超过 40℃，排水量可根据季节调整 ；
（3）上电极的工作行程调节完后，调节气缸下面的两个螺母必须拧紧，电极压力
可通过旋转减压阀手柄来调节。
4. 交（直）流焊机
（1）使用前，应检查并确认初、次级线接线正确，输入电压符合电焊机的铭牌规
定，接线螺母、螺栓及其他部件完好齐全，不得松动或损坏。冷却风扇运转无异常。
（2）当多台焊机在同一场地作业时，相互间距不应小于 600mm，应逐台启动，
并应使三相负载保持平衡。多台焊机的接零线不得串联。
（3）移动电焊机或停电时，应切断电源，不得用拖拉电缆的方法移动焊机。
（4）调节焊接电流和极性开关应在卸除负荷后进行。
（5）硅整流直流电焊机主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和控制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不得用摇表
测试。
（6）长期停用的焊机启用时，应空载通电一定时间，进行干燥处理。

五、钢筋预应力机械
钢筋预应力机械是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用于对钢筋施加张拉力的专用设备，分
为机械式、液压式和电热式三种。常用的是液压式拉抻机。

（一）液压式拉伸机的类型和作用
液压拉伸机的组成 ：液压式拉伸机是由液压千斤顶、高压油泵及连接这两者之间
的高压油管组成。
1. 液压千斤顶 ：按其构造特点分为 ：拉杆式、穿心式、锥锚式和台座式四种 ；按
其作用形式可分为 ：单作用（拉伸）、双作用（张拉、顶锚）和三作用（张拉、顶锚、
退楔）三种。各型千斤顶的主要作用是 ：
（1）拉杆式千斤顶 ：主要作用于张拉带螺杆锚具或夹具的钢筋、钢丝束，也可用
于模外先张、后张自锚等工艺中 ；
（2）穿心式千斤顶 ：用于张拉并顶锚带夹片锚具的钢丝束和钢绞线束 ；
（3）锥锚式千斤顶 ：用于张拉带有钢质锥形锚具的钢丝束和钢丝线束 ；
（4）台座式千斤顶 ：用于先张法台座生产工艺。
2. 高压油泵 ：有手动和电动两种。电动油泵又可分为轴向式和径向式两种，轴向
式比径向式具有结构简单、工料省等优点而成为主要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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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液压式拉伸机的结构简述
1. 拉杆式千斤顶。张拉预应力筋时，先使连接器与预应力筋的螺丝端杆相连接。
A 油嘴进油，B 油嘴回油，此时，油缸和撑脚顶住拉杆端部。继续进油时，活塞拉杆
左移张拉预应力筋。当预应力筋张拉到设计张拉力后，拧紧螺丝端杆锚具的螺帽，张
拉工作完成。张拉力的大小由高压油泵上的压力表控制。
2. 穿心式千斤顶。张拉预应力筋时，A 油嘴进油，B 油嘴回油，连接套和撑套联
成一体右移顶住锚环 ：张拉油缸及堵头和穿心套联成一体带动工具锚向左移张拉。预
压锚固时，在保持张拉力稳定的条件下，B 油嘴进油，顶压活塞、保护套和顶压头联
成一体左移将锚塞强力推入锚环内。张拉锚固完毕，A 油嘴回油，B 油嘴进油，则张
拉油缸在液压油作用下回程；当 A、B 油嘴同时回油时，顶压活塞在弹簧力作用下回油。
3. 锥锚式千斤顶。张拉时，先把预应力筋用楔块固定在锥形卡环上，开泵使高压
油进入主缸，使主缸向左移动的同时，带动固定在主缸上的锥形卡环也向左移动，预
应力筋即被张拉。张拉完成后，关闭主缸进油阀，打开副缸进油阀，使液压油进入副
缸，由于主缸没有回油，仍保持一定油压，则副缸活塞及压头向右移动顶压锚塞，将
预应力筋锚固在锚环上。然后使主、副缸同时回油，通过弹簧的作用而回到张拉前的
位置。放松楔块，千斤顶退出。
4. 台座式千斤顶。台座式千斤顶即普通油压千斤顶，在制作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
构件时与台座、横梁等配合，可张拉粗钢筋、成组钢丝或钢绞丝 ；在制作后张法构件
时，台座式千斤顶与张拉架配合，可张拉粗钢筋。
5. 高压油泵。高压油泵又称电动油泵，它是由柱塞泵、油箱、控制阀、节流阀、
压力表、支撑件、电动机等组成。
电动机驱动自吸式轴向柱塞泵，使柱塞在柱塞套中往复运动，产生吸排油的作用，
在出油嘴得到连续均匀的压力油。通过控制阀和节流阀来调节进入工作缸（千斤顶）
的流量。打开回油阀，工作缸中的液压油便可流回油箱。

（三）液压式拉伸机的安全使用
1. 液压千斤顶安全使用要点 ：
（1）千斤顶不允许在任何情况下超载和超过行程范围使用 ；
（2）千斤顶张拉计压时应观察千斤顶位置是否偏斜，必要时应回油调整。进油升
压必须徐缓、均匀平稳，回油降压时应缓慢松开回油阀，并使各油缸回程到底 ；
（3）双作用千斤顶在张拉过程中应使顶压油缸全部回油，在顶压过程中张拉油缸
应予持荷，以保证恒定的张拉力，待顶压锚固完成时张拉缸再回油。
2. 高压油泵安全使用要点 ：
（1）油泵不宜在超负荷下工作，安全阀应按额定油压调整，严禁任意调整 ；
（2）高压油泵运转前应将各油路调节阀松开，然后开动油泵，待空载运转正常后
再紧闭回油阀，逐渐旋拧进油阀杆，增大载荷，并注意压力表指针是否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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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泵停止工作时应先将回油阀缓缓松开，待压力表指针退回零位后方可卸开
千斤顶的油管接头螺母。严禁在载荷时拆换油管式压力表。

第六节

装修机械

装修机械是对建筑物结构的面层进行装饰施工的机械，是提高工程质量、作业效
率、劳翌强度的机械化施工机具。它的种类繁多，按用途划分有灰浆制备机械、灰浆
喷涂机械、喷料喷刷机械、地面修整机械、手持机具等。

一、灰浆制备机械
灰浆制备机械是装修工程的抹灰施工中用于加工抹灰用的原材料和制备灰浆用的
机械。它包括 ：筛砂机、淋灰机、灰浆搅拌机、纸筋灰拌合机等。除一些属非定型产
品外，以使有量较大的灰浆搅拌机为主要内容。
灰浆搅拌机是用来搅拌灰浆、砂浆的拌合机械。按搅拌方式划分有 ：立轴强制搅
拌、单卧轴强制搅拌 ；按卸料方式划分有 ：活门卸料、倾翻卸料 ；按移动方式划分有 ：
固定式、移动式。

（一）灰浆搅拌机结构简述
1. 单卧轴强制式灰浆搅拌机 ：这类搅拌机由动力系统、搅拌装置、卸料装置、电
气系统等组成。
2. 立轴强制式灰浆搅拌机 ：这类搅拌机由电动机、减速器、搅拌装骂、搅拌筒、
卸料机构等组成。

（二）灰浆搅拌机的安全使用要点
1. 运转中不得用手或木棒等伸进搅拌筒内或在筒口清理灰浆。
2. 作业中发生故障不能继续运转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将筒内灰浆倒出，进行检修
或排除故障。
3. 固定式搅拌机的上料斗能在轨道上平稳移动，并可停在任何位置。

二、灰浆喷涂机械
灰浆喷涂机械是指对建筑物的内外墙及顶棚进行喷涂抹灰的机械。包括灰浆输送
泵以及输送管道、喷枪、喷枪机械手等辅助设备。
灰浆输送泵按结构划分有柱塞泵、挤压泵、隔膜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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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灰浆输送泵的结构简述
1. 柱塞式灰浆泵。柱塞泵由电动机、传动机构、泵、压力表、料斗、输送管道等组成。
2. 挤压式灰浆泵。挤压泵由电动机、减速装置、挤压鼓筒、滚轮架、挤压胶管、料斗、
压力表等组成。
3. 隔膜式灰浆泵。隔膜泵是在泵缸中用橡胶隔膜把活塞和灰浆分开，活塞泵室内
充满中问液体。当活塞向前推时，泵室内的液体使隔膜向内收缩，将收入阀关闭，使
灰浆从排出阀排出 ；活塞向后拉时，泵室形成负压，将排出阀关闭，吸入阀开启，吸
进灰浆，隔膜恢复原状。随着活塞的往复运动，灰浆不断地被泵送出来。

（二）灰浆输送泵的安全使用
1. 柱塞式灰浆泵的安全使用要点 ：
（1）泵送前检查球阀应完好，泵内应无干硬灰浆等物 ；各部零件应紧固可靠，安
全阀应调整到规定的安全压力。
（2）泵送过程要随时观察压力表的泵送压力，如泵送压力超过预调的 1.5MPa 时
要反向泵送，使管道内部分灰浆返回料斗，再缓慢泵送。如无效应停机卸压检查，不
可强行泵送。
（3）泵送过程不宜停机。如必须停机时，每隔 4 ～ 5min 要泵送一次，泵送时间
为 0.5min 左右以防灰浆凝固。如灰浆供应不及时应尽量让料斗装满灰浆，然后把三
通阀手柄扳到回料位置，使灰浆在泵与料斗内循环，保持灰浆的流动性。
2. 挤压式灰浆泵安全使用要点 ：
（1）料斗加满后停止振动。待灰浆从料斗泵送完时，再重复加新灰浆振动筛料。
（2）整个泵送过程要随时观察压力表，应反转泵送 2 ～ 3 转，使灰浆返回料斗，
经料斗搅拌后再缓慢泵送。如经过 2 ～ 3 次正反泵送还不能顺利泵送，应停机检查排
除堵塞物。
（3）工作间歇时应先停止送灰，后停止送气，以防气嘴被灰浆堵塞。

三、涂料喷刷机械
涂料喷刷机械是对建筑物摧外墙表面进行喷涂装饰施工的机械，其种类很多，常
用的为喷浆泵、高压无气喷涂机等。

（一）涂料喷刷机械的结构简述
1. 喷浆泵。喷浆泵由电动机、联轴器、泵体、安全阀、过滤贮料装置、喷枪、机
架等组成。
2. 高压无气喷涂机。喷涂机由吸入系统、回料系统、涂料泵、油泵、喷涂系统、
电动机、小车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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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涂料喷刷机械的安全使用要点
1. 喷浆泵的安全使用要点 ：
（1）喷涂前，对石灰浆必须用 60 目筛网过滤两遍，防止喷嘴孔堵塞和叶片磨损
加快。
（2）喷嘴孔径应在 2 ～ 2.8mm 之间，大于 2.8mm 时应及时更换。
（3）严禁泵体内无液体干转以免磨坏尼龙叶片。在检查电动机旋转方向时一定要
先打开料桶开关，让石灰浆先流入泵体内后再让电动机带泵旋转。
2. 高压无气喷涂机的安全使用要点 ：
（1）喷涂燃点在 21℃以下的易燃涂料时必须接好地线。地线一头接电机零线位置，
另一头接铁涂料桶或被喷的金属物体。泵机不得和被喷涂物放在同一房间里，周围严
禁有明火。
（2）不得用手指试高压射流。喷涂间歇时要随手关闭喷枪安全装置，防止无意打
开伤人。
（3）高压软管的弯曲半径不得小于 250mm，不得在尖锐的物体上用脚踩高压软管。

四、地面修整机械
地面修整机械是对混凝土和水磨石地面进行磨平、磨光的地面修整机械，常用的
为水磨石机和地面抹光机。

（一）地面修整机械的结构简述
1. 水磨石机。水磨石机由电动机、减速器、转盘、行走滚轮等组成。
2. 地面抹光机。地面抹光机由电动机、减速器、抹光装置、安全罩、操纵杆等组成。

（二）地面修整机械的安全使用
1. 水磨石机的安全使用要点 ：
（1）接通电源、水源，检查磨盘旋转方向应与箭头所示方向相同。
（2）手压扶把使磨盘离开地面后起动电机，待运转正常后，缓慢地放下磨盘进行
作业。
（3）作业时必须有冷却水并经常通水，用水量可调至工作面不发干为宜。
2. 地面抹光机的安全使用要点 ：
（1）操作时应有专人收放电缆线，防止被抹刀板划破或拖坏已抹好的地面。
（2）第一遍抹光时应从内角往外纵横重复抹压，直至压平、压实、出浆为止。第
二遍墙一侧开始向门口倒退抹压直至光滑平整无抹痕为止。抹压过程如地盂较干燥，
可均匀喷洒少量水可水泥浆再抹，并用人工配合修整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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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手持机具
手持机具是运用小容量电动机通过传动机构驱动工作装置的一种手提式或便携式
小型机具。它用途广泛、使用方便，能提高装修质量和速度，是装修机械的重要组成
部分。
手持机具种类繁多，按其用途可归纳为饰面机具、打孔机具、切割机具、加工机
具、铆接紧固机具等五类。按其动力源虽有电动、风动之分，但在装修作业中因使用
方便而较多采用电动机具。各类电动机具的电机和传动机构基本相同，主要区别是工
作装置的不同，因而它们的使用与维护有较多的共同点。

（一）饰面机具
饰面机具有电动弹涂机、气动剁斧机及各种喷枪等。
1. 弹涂机能将各种色浆弹在墙面上，适用于建筑物内外墙壁及顶棚的彩色装饰。
2. 剁斧机能代替人工剁斧，使混凝土饰面形成适度纹理的杂色碎石外饰面。

（二）打孔机具
1. 打孔机具的种类和用途 ：常用打孔机具有双速冲击电钻、电锤及各种电钻等。
（1）冲击电钻具有两种转速，以及旋转、旋转冲击两种不同用途的机构，适用于
大型砌块、砖墙等脆性板材钻孔用。根据不同钻孔直径，可选用高、低两种转速。
（2）电锤是将电动机的旋转运动转变为冲击运动或旋转带冲击的钻孔工具。它比
冲击电钻有更大的冲击力，适合在砖、石、混凝土等脆性材料上打孔、开糟、粗糙表
面、安装膨胀螺栓、固定管线等作业。常用的是曲柄连杆气垫式电锤。
2. 打孔机具的结构简述 ：
（1）双速冲击电钻：由电动机、减速器、调节环、钻夹头以及开关和电源线等组成。
（2）电锤 ：由单相串激式电动机、减速器、偏心轴、连杆、活塞机构、钻杆、刀
具、支架、离合器、手柄、开关等组成。
3. 打孔机具的使用要点 ：
（1）冲击电钻 ：
①电钻旋转正常后方可作业。钻孔时不应用力过猛，遇到转速急剧下降情况，应
立即减小用力，以防电机过载。使用中如电钻突然卡住不转时，应立即断电检查 ；
②在钻金属、木材、塑料等时，调节环应位于“钻头”位置 ；当钻砌块、砖墙等
脆性材料时，调节环应位于“锤”位置，并采用镶有硬质合金的麻花钻进行冲钻孔。
（2）电锤 ：
①操作者立足要稳，打孔时先将钻头低住工作表面，然后开动，适当用力，尽量
避免工具在孔内左右摆动。如遇到钢筋时，应立即停钻并设法避开，以免扭坏机具 ；
②电锤为 40％继续工作制，切勿长期连续使用。严禁用木杠加压。
·227·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内部学习资料

施工安全技术 C1

（三）切割机具
1. 切割机具的种类和用途 ：常用的切割机具有瓷片切割机、石材切割机、混凝土
切割机等。
（1）瓷片切割机用于瓷片、瓷板嵌件及小型水磨石、大理石、玻璃等预制嵌件的
装修切割。换上砂轮，还可进行小型型材的切割，广泛用于建筑装修、水电装修工程。
（2）石料切割机用于各种石材、瓷制品及混凝土等块、板状件的切割与画线。
（3）混凝土切割机用于混凝土预制件、大理石、耐火砖的切割，换上砂轮片还可
切割铸铁管。
2. 切割机具的结构简述 ：
（1）瓷片切割机 ：它是由交直流两用双重绝缘单相串激式电动机、工作头、切割
刀片、导尺、电源开关、电缆线等组成。
（2）石材切割机：它是由交直流两用双重绝缘单相串激电动机、减速器、机头壳、
给水器、金刚石刀片、电源开关、电缆线等组成。
3. 切割机具的使用要点 ：
（1）瓷片切割机 ：
①使用前应先空转片刻，检查有无异常振动、气味和响声，确认正常后方可作业；
②使用过程要防止杂物、泥尘混入电机，并随时注意机壳温度和炭刷火花等情况；
③切割过程用力要均匀适当，推进刀片时不可施力过猛。如发生刀片卡死时应立
即停机，重新对正后再切割。
（2）石材切割机 ：
①调节切割深度。如切割深度超过 20mm，必须分两次切割以防止电动机超载 ；
②切割过程中如发生刀片停转或有异响应立即停机检查，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
使用 ；
③不得在刀片停止旋转之前将机具放在地上或移动机具。

（四）磨、锯、剪机具
1. 磨、锯、剪机具的种类和用途 ：磨、锯、剪机具种类较多，常用的有角向磨光
机、曲线锯、电剪及电冲剪等。
（1）角向磨光机用于金属件的砂磨、清理、去毛刺、焊接前打坡口及型材切割等
作业，更换工作头后，还可进行砂光、抛光、除锈等作业。
（2）曲线锯可按曲线锯割板材，更换不同的锯条，可锯割金属、塑料、木材等不
同板料。
（3）电剪用于剪切各种形状的薄钢板、铝板等。电冲剪和电剪相似，只是工作头
形式不同，除能冲剪一般金属板材外，还能冲剪波纹钢板、塑料板、层压板等。
2. 磨、锯、剪机具的结构简述 ：
（1）角向磨光机：它是由交直流两用双重绝缘单相串激式电动机、锥齿轮、砂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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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草等组成。
（2）曲线锯：它是由交直流两用双重绝缘单相串激式电动机、齿轮机构、曲柄、导杆、
锯条等组成。
（3）电剪 ：它是由自行通风防护式交直流两用电动机、减速器、曲轴连杆机构、
工作头等组成。
3. 磨、锯、剪机具的安全使用要点 ：
（1）角向磨光机 ：
①磨光机使用的砂轮，必须是增强纤维树脂砂轮，其安全线速度不得小于 80m/s。
使用的电缆线与插头具有加强绝缘性能，不能任意用其他导线插头更换或接长导线。
②作业中注意防止砂轮受到撞击。使用切割砂轮时，不得横向摆动，以免砂轮碎裂。
③在坡口或切割作业时，不能用力过猛，遇到转速急剧下降，应立即减小用力，
防止过载。如发生突然卡住时，应立即切断电源。
（2）曲线锯 ：
①直线锯割时，要装好宽度定位装置，调节好与锯条之间的距离 ；曲线锯割时，
要沿着划好的曲线缓慢推动曲线锯切割 ；
②锯条要根据锯割的材料进行选用。锯木材时，要用粗牙锯条 ；锯金属材料时，
要用细牙锯条。
（3）电剪 ：
①使用前，先空转检查电剪的传动部分，必须灵活无障碍，方可剪切 ；
②作业前，先要根据钢板厚度调节刀头间隙量。间隙量可按表 6-2 选用。
表 6-2
钢板厚度（mm）

0.8

1

1.5

2

刀头间隙量（mm）

0.15

0.2

0.3

0.6 ～ 0.7

（五）铆接紧固机具
1. 铆接紧固机具的种类和用途 ：接紧固机具主要有拉铆枪、射钉枪等。
（1）拉铆枪用于各种结构件的铆接作业，铆件美观牢固，能达到一定的气密或水
密性要求，对封闭构造或盲孔均可进行铆接。拉铆枪有电动和气功两种，电动因使用
方便而广泛采用。
（2）射钉枪是进行直接紧固技术的先进工具，它能将射钉直接射入钢板、混凝土、
砖石等基础材料里，而无须做任何准备工作（如钻孔、预埋等），使构件获得牢固固结。
按其结构可分高速、低速两种，建筑施工中适用低速射钉枪。
2. 铆接紧固机具的结构简述 ：
（1）电动拉铆枪：它是由自行通风防护式交直流两用单相串激电动机、传动装置、
头部工作机构三部分组成。
（2）射钉枪 ：它本身没有动力装置，依靠弹膛里的火药燃烧释放出的能量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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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管里的活塞，再由活塞推动射钉以 100m/s 的速度射出。射钉射入固接件的深度，
可通过射钉枪的活塞行程距离加以控制。
3. 铆接紧固机具的使用要点 ：
（1）拉铆枪 ：
①被铆接物体上的铆钉要与铆钉滑配合，不得太松，否则会影响铆接强度和质量；
②进行铆接时，如遇铆钉轴未拉断，可重复扣动扳机，直到铆钉轴拉断为止。切
忌强行扭撬，以免损伤机件。
（2）射钉枪 ：
①装钉子。把选用的钉子装入钉管，并用与枪打管内径相配的通条，将钉子推到
底部 ；
②退弹壳。把射钉枪的前半部转动到位，向前拉 ；断开枪身，弹壳便自动退出 ；
③装射钉弹。把射钉弹装入弹膛，关上射钉枪，拉回前半部，顺时针方向旋转到位；
④击发。将射钉枪垂直地紧压于工作面上，扣动扳机击发，如有弹不发火，重新
把射钉枪垂直紧压于工作面上，扣动扳机再击发。如经两次扣动扳机子弹还不击发时，
应保持原射击位置数秒钟，然后再将射钉弹退出 ；
⑤在使用结束时或更换零件之前，以及断开射钉枪之前，射钉枪不准装射钉弹 ；
⑥严禁用手掌推压钉管。

第七节

木工机械

木工机械按机械的加工性质和使用的刀具种类，大致可分为制材机械、细木工机
械和附属机具三类。
制材机械包括 ：带锯机、圆锯机、框锯机等。
细木工机械包括 ：刨床、铣床、开榫机、钻孔机、榫槽机、车床、磨光机等。
附属机具包括：锯条开齿机、锯条焊接机、锯条辊压机、压料机、锉锯机、刃磨机等。
建筑施工现场中常用的有锯机和刨床。

一、锯机分类与特点
（一）带锯机
带锯机是把带锯条环绕在锯轮上，使其转动，切削木材的机械，它的锯条的切削
运动是单方向连续的，切削速度较快 ；它能锯割较大径级的圆木或特大方材，且锯割
质量好 ；还可以采用单锯锯割、合理的看材下锯，因此制材等级率高，出材率高。同
时锯条较薄锯路损失较少。故大多数制材车间均采用带锯机制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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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圆锯机
圆锯机构造简单，安装容易，使用方便，效率较高，应用比较广泛。但是它的锯
路高度小，锯路宽度大，出材率低，锯切质量较差。主要由机架、工作台、锯轴、切
削刀片、导尺、传动机构和安全装置等组成。

二、木工刨床分类与特点
（一）木工刨床用于方材或板材的平面加工，有时也用于成型表面的加工。工件
经过刨床加工后，不仅可以得到精确的尺寸和所需要的截面形状，而且可得到较光滑
的表面。
（二）根据不同的工艺用途，木工刨床可分为平刨、压刨、双面刨、三面刨、四
面刨和刮光机等多种形式。

三、木工机械的使用
建筑施工现场常用的木工机械为圆盘锯和平面刨。两种机械安全使用技术要点如
下所述。

（一）圆盘锯的作业条件和使用要点
1. 设备本身应设按钮开关控制，开关箱距设备距离不大于 3m，以便在发生故障
时迅速切断电源。
2. 锯片必须平整坚固，锯齿尖锐有适当锯路，锯片不能有连续断齿，不得使用有
裂纹的锯片。
3. 安全防护装置要齐全有效。分料器的厚薄适度，位置合适，锯长料时不产生夹
锯 ；锯盘护罩的位置应固定在锯盘上方，不得在使用中随意转动 ；台面应设防护挡板，
防止破料时遇节疤和铁钉弹回伤人 ；传动部位必须设置防护罩。
4. 锯盘转动后应待转速正常时再进行锯木料。所锯木料的厚度以不碰到固定锯盘
的压板边缘为限。
5. 木料接近到尾端时要由下手拉料，不要用上手直接推送，推送时使用短木板顶
料，防止推空锯手。
6. 木料较长时，两人配合操作。操作中下手必须待木料超过锯片 200mm 以外时
方可接料。接料后不要猛拉，应与送料配合。需要回料时木料要完全离开锯片后再送
回，操作时不能过早过快，防止木料碰锯片。
7. 截断木料和锯短料时应用推棍，不准用手直接进料，进料速度不能过快。下手
接料必须用刨钩。木料长度不足 500mm 的短料禁止上锯。
8. 需要换锯盘和检查维修时必须拉闸断电，待完全停止转动后再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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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料应堆放整齐，台面上以及工作范围内的木屑应及时清除，不要用手直接擦
抹台面。

（二）电平刨（手压刨）的作业条件和使用要点
1. 应明确规定，除专业木工外其他工种人员不得操作。
2. 应检查刨刀的安装是否符合要求，包括刀片紧固程度、刨刀的角度、刀口出台
面高度等。刀片的厚度、重量应均匀一致，刀架、夹板必须平整贴紧，紧固刀片的螺
钉应嵌入槽内不少于 10mm。
3. 设备应装按钮开关，不得装扳把开关，防止误开机。闸箱距设备不大于 3m，
便于发生故障时迅速切断电源。
4. 使用前应空转运行，转速正常无故障时才可进行操作。刨料时应双手持料 ；按
料时应使用工具，不要用手直接按料，防止木料移动手按空发生事故。
5. 刨木料小面时手按在木料的上半部，经过刨口时用力要轻，防止木料歪倒时手
按刨口伤手。
6. 短于 200mm 的木料不得使用机械。长度超过 2m 的木料应由两人配合操作。
7. 刨料前要仔细检查木料，有铁钉、灰浆等物要先清除，遇木节、逆茬时要适当
减慢推进速度。
8. 需调整刨口和检查检修时必须拉闸切断电源，待完全停止转动后进行。
9. 台面上刨花不要用手直接擦抹，周围刨花应及时清除。
10. 电平刨使用必须装设灵敏可靠的安全防护装置。目前各地使用的防护装置不
一，但不管何种形式必须灵敏可靠，经试验认定确实可以起到防护作用。
11. 防护装置安装后必须专人负责管理。不能以各种理由拆掉，发现故障时机械
不能继续使用，必须待装置维修试验合格后方可再用。

第八节

其他机械

其他机械主要有机动翻斗车、打夯机、水泵等，目前，房屋建筑工地已很少使用
机动翻斗车。

一、蛙式打夯机
蛙式打夯机是一种小型夯实机械，因其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操作方便、经久耐
用等特点，在公路、建筑、水利等施工中广泛使用。蛙式打夯机虽有不同形式，但构
造基本相同，主要由夯架与夯头装置、前轴装置、传动轴装置、托蕊、操纵手柄及和
电气设备等构成。如图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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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式打夯机安全使用要点 ：
（ 一 ） 蛙 式 打 夯 机 适 用 于 夯 实 灰 土、
素土地基以及场地平整工作，不能用于夯
实坚硬或软硬不均相差较大的地面，更不
得夯打混有碎石、碎砖的杂土。
（二）作业前应对工作面进行清理排
除障碍，搬运蛙夯到沟槽中作业时应使用
起重设备，上下槽时选用跳板。
（三）无论在工作之前和工作中，凡
图 6-17

需搬运蛙夯 机 必 须 切 断 电 源， 不 准 带电

蛙式打夯机

搬运。
（四）蛙夯机属于手持移动式电动工具，其用电要求符合 5.8.2 振动冲击夯的使用
（9）的规定。
（五）操作人员必须穿戴好绝缘用品。
（六）蛙夯机操作必须有两个人，一人扶夯、一人提电线，提线人也必须穿戴好
绝缘用品，两人要密切配合，防止拉线过紧和夯打在线路上造成事故。
（七）蛙夯机的电器开关与人线处的连接要随时进行检查，避免人接线处因振动、
磨损等原因导致松动或绝缘失效。
（八）在夯室内土时夯头要躲开墙基础，防止因夯头处软硬相差过大，砸断电线。
（九）两台以上蛙夯机同时作业时左右间距不小于 5m，前后不小于 10m。相互间
的胶皮电缆不要缠绕交叉，并远离夯头。

二、振动冲击夯的使用

平板振动夯

振动冲击夯
图 6-18

振动打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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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振动冲击夯适用于压实黏性土、砂及砾石等散状物料，不得在水泥路面和
其他坚硬地面作业。
（二）内燃机冲击夯作业前，应检查并确认有足够的润滑油，油门控制器应转动
灵活。
（三）内燃机冲击夯启动后，应逐渐加大油门，夯机跳动稳定后开始作业。
（四）振动冲击夯作业时，应正确掌握夯机，不得倾斜，手把不宜握得过紧，能
控制夯机前进速度即可。
（五）正常作业时，不得使劲往下压手把，以免影响夯机跳起高度。夯实松软土
或上坡时，可将手把稍向下压，并应能增加夯机前进速度。
（六）根据作业要求，内燃冲击夯应通过调整油门的大小，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夯
机振动频率。
（七）内燃冲击夯不宜在高速下连续作业。
（八）当短距离转移时，应先将冲击夯手把稍向上抬起，将运转轮装入冲击夯的
挂钩内，再压下手把，使重心后倾，再推动手把转移冲击夯。
（九）电动冲击夯的用电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夯土机械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15mA，额定
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1S。
2. 夯土机械 PE 线的连接点不得少于 2 处。
3. 夯土机械的负荷线应采用耐气候型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
4. 使用夯土机械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用品，使用过程应有专人调整电缆，电缆长
度不应大于 50m。电缆严禁缠绕、扭结和被夯土机械跨越。
5. 多台夯土机械并列工作时，其间距不得小于 5m ；前后工作时，其间距不得小
于 10m。
6. 夯土机械的操作扶手必须绝缘。
（十）振动冲击夯的使用除符合上述要求外，其他要求与蛙式打夯机相同。

三、水泵
水泵主要有离心水泵、潜水泵、深井泵、泥浆泵等。建筑施工中主要使用的是离
心式水泵。离心式水泵中又以单级单吸式离心水泵为最多。
水泵的负荷线必须采用防水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严禁有任何破损和接头，并不
得承受任何外力。

（一）组成
“单级”是指叶轮为一个，
“单吸”指进水口为一面。泵主要由泵座、泵壳、叶轮、
轴承盒、进水口、出水口、泵轴、叶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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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心水泵的安全操作要点
1. 水泵的安装应牢固、有防雨、防冻措施。多台水泵并列安装时间距不小于
800mm，管径较大的进出水管须用支架支撑，转动部分要有防护装置。
2. 电动机轴应与水泵轴同心，螺栓要紧固，管路密封，接口严密，吸水管阀无堵
塞、无漏水。
3. 起动时将出水阀关闭，起动后逐渐打开。
4. 运行中出漏水、漏气、填料部位发热、机温升高、电流突然增大等不正常现象，
应停机检修。
5. 水泵运行中不得从机上跨越。
6. 升降吸水管时要站到有防护栏杆的平台上操作。
7. 应先关闭出水阀、后停机。

（三）潜水泵安全操作要点
1. 潜水泵宜先装在坚固的篮筐里再放入水中，亦可在水中将泵的四周设立坚固的
防护围网。泵应直立于水中，水深不得小于 0.5m，不得在含泥砂的水中使用。
2. 潜水泵放入水中或提出水面时应切断电源，严禁拉拽电缆或出水管。
3. 潜水泵应装设保护接零和漏电保护装置，工作时泵周围 30m 以内水面不得有人、
畜进入。
4. 启动前应认真检查，水管结扎要牢固，放气、放水、注油等螺塞均旋紧，叶轮
和进水节无杂物，电缆绝缘良好。
5. 接通电源后应先试运转，并应检查并确认旋转方向正确，在水外运转时间不得
超过 5mim。
6. 应经常观察水位变化，叶轮中心至水面距离应在 0.5 ～ 3.0m 之间，泵体不得
陷入污泥或露出水面。电缆不得与井壁、池壁相擦。
7. 新泵或新换密封圈，在使用 50h 后应旋开放水封口塞，检查水、油的泄漏量。
当泄漏量超过 5mL 时，应进行 0.2MPa 的气压试验，查出原因予以排除，以后应每月
检查一次 ；当泄漏量不超过 25mL 时，可继续使用。检查后应换上规定的润滑油。
8. 经过修理的油浸式潜水泵应先经 0.2MPa 气压试验，检查各部无泄漏现象，然
后将润滑油加入上、下壳体内。
9. 当气温降到 0℃以下时，在停止运转后应从水中提出潜水泵擦干后存放室内。
10. 每周应测定一次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其值应无下降。

（四）深井泵安全使用要点
1. 深井泵应使用在含砂量低于 0.01％的清水源，泵房内设预润水箱，容量应满足
一次启动所需的预润水量。
2. 新装或经过大修的深井泵应调整泵壳与叶轮的间隙，叶轮在运转中不得与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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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
3. 深井泵在运转前应将清水通人轴与轴承的壳体内进行预润。
4. 启动前必须认真检查，要求 ：底座基础螺栓已紧固 ；轴向间隙符合要求，调节
螺栓的保险螺母已装好 ；填料压盖已旋紧并经过润滑 ；电动机轴承已润滑 ；用手旋转
电动机转子和止退机构均灵活有效。
5. 深井泵不得在无水情况下空转。水泵的一、二级叶轮应浸入水位 1m 以下。运
转中应经常观察井中水位的变化情况。
6. 运转中发现基础周围有较大振动时，应检查水泵的轴承或电动机填料处磨损情
况 ；当磨损过多而漏水时应更换新件。
7. 已吸、排过含有泥砂的深井泵，在停泵前应用清水冲洗干净。
8. 停泵前应先关闭出水阀，切断电源，锁好开关箱。冬季停用时应放净泵内积水。

（五）泥浆泵安全使用要点
1. 泥浆泵应安装在稳固的基础架上或地基上，不得松动。
2. 启动前检查项目应符合下列要求 ：各连接部位牢固 ；电动机旋转方向正确 ；离
合器灵活可靠 ；管路连接牢固，密封可靠，底阀灵活有效。
3. 启动前吸水管、底阀及泵体内应注满引水，压力表缓冲器上端应注满油。
4. 启动前应使活塞往复两次，无阻梗时方可空载起动。启动后应待运转正常再逐
步增加载荷。
5. 运转中应经常测试泥浆含砂量。泥浆含砂量不得超过 10％。
6. 有多挡速度的泥浆泵在每班运转中应将几档速度分别运转，运转时间均不得少
于 30min。
7. 运转中不得变速 ；当需要变速进应停泵进行换档。
8. 运转中当出现异响或水量、压力不正常或有明显高温时，应停泵检查。
9. 在正常情况下应在空载时停泵。停泵时间较长时应全部打开放水孔，并松开缸
盖，提起底阀水杆，放尽泵体及管道中的全部泥砂。
10. 长期停用时应清洗各部泥砂、油垢，将曲轴箱内润滑油放尽，并应采取防锈、
防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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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管和盾构施工技术

一、顶管施工
顶管施工不需要开挖面层，并且能够穿越公路，铁道，河川，地面建筑物，地下
构筑物以及各种地下管线等，是一种非开挖的敷设地下管道的施工方法。
顶管法施工是在地下工作坑内，借助顶进设备的顶力将管子逐渐顶人土中，并将
阻挡管道向前顶进的土壤，从管内用人工或机械挖出。这种方法比开槽挖土减少大量
土方，并节约施工用地，特别是要穿越建筑物和构筑物时，采用此法更为有利。随着
城市建设的发展，顶管法在地下工程中普遍采用。顶管法所用的管子通常采用钢筋混
凝土管或钢管，管径一般为 700 ～ 2600mm，顶管施工主要包括：作业坑设置、后背（又
称后座）修筑与导轨铺设、顶进设备布置、工作管准备、降水与排水、顶进、挖土与
出土、下管与接口等。

（一）顶管法施工的分类
1. 按 顶 进 的 管 口 径 分 ：大 口 径（ ≥ Ф2m）， 中 口 径（Ф1.2 ～ 1.8m）， 小 口 径
（Ф0.5 ～ 1.0m）和微型顶管（Ф400 以下）四种。
2. 按顶进的长度（指顶进工作坑和接收工作坑之间的距离）分 ：普通距离（100m
左右）顶管和长距离（500m 以上）顶管。千米以上的顶管已屡见不鲜。
3. 按顶管机的施工类型分 ：手掘式人工顶管，挤压顶管，水射流顶管和机械顶管
（泥水式，泥浆式，土压式，岩石式）。
4. 按顶管法施工工艺，分为对顶法、对拉法、顶拉法、中继法、后顶法、牵引法、
深覆土减摩顶进法等。
5. 按管材分 ：钢筋混凝土顶管，钢管顶管，以及其他管材的顶管。
6. 按顶进管子轨迹的曲直分 ：直线顶管和曲线顶管。
在地下工程采用顶管法施工时，可按照地下工程项目的特点、设计要求、技术标
准、有关规程，工程环境施工的能力，经济性采取不同的顶管法施工。

（二）顶管法施工准备工作
确定采用顶管施工方案前 ：
·237·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内部学习资料

施工安全技术 C1

1. 施工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对勘察、设计单位所提供的顶管施工沿线的工程地
质及水文情况以及地质勘察报告进行学习 ；尤其是对土壤种类、物理力学性质、含石
量及其粒径分析、渗透性以及地下水位等的情况进行熟悉掌握。
2. 调查清楚顶管沿线的地下障碍物的情况，对管道穿越地段上部的建筑物、构筑
物所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3. 编制工程项目顶管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其中必须制订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安全
技术措施和专项方案。
4. 建立各类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有关的规范、标准，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制、
职责，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

（三）物质、设备的施工准备工作
1. 对采用的钢筋混凝土管、钢管、其他辅助材料均须合格。
2. 顶管前必须对所用顶管机具（如油泵车、千斤顶等）进行检查，保养完好后方
能投入使用。
3. 顶管工作坑的位置、水平与纵深尺寸、支撑方法与材料平台的结构与规模、后
背的结构与安装、坑底基础的处理与导轨的安装、顶进设备的选用及其在坑底的平面
布置等均应符合规定要求。尤其是后背（承压壁）在承受最大顶力时必须具有足够的
强度和稳定性，必须保证其平面与所顶钢管轴线垂直，其倾斜允许误差 ±5mm/m。
4. 在顶进千斤顶安装时必须符合有关规定、规程要求应是按照理论计算或经验选
定的总顶力的 1.2 倍来配备千斤顶。千斤顶的个数一般以偶数为宜。
5. 对开挖工作坑的所有作业人员都应严格执行施工管理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熟
知地上、地下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的位置、深度、走向及可能发生危害所必须采取
的劳动保护措施。

（四）顶管法施工应注意事项
1. 管道内的照明电信系统应采用低压电（安全电压）。
2. 氧气瓶与乙炔瓶不得进入坑内。
3. 顶进中应有防毒、防燃、防爆、防水淹的措施。
4. 顶进长度超 50m 时，应有预防缺氧、窒息的措施。
5. 顶管前，根据地下顶管法施工技术要求，按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规范、标准、
规程的专项安全技术方案和措施。
6. 顶管后座安装时，如发现后背墙面不平或顶进时枕木压缩不均匀，必须调整加
固后方可施顶。
7. 顶管工作坑采用机械挖上部土方时现场应有专人指挥装车，堆土应符合有关规
定，注意不得损坏任何构筑物和预埋立撑 ；工作坑如果采用混凝土灌注桩连续壁应严
格执行有关项安全技术规程 ；工作坑四周或坑底必须要有排水设备及措施 ；工作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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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符合规定的和固定牢固的安全梯，下管作业的全过程中工作坑内严禁有人。
8. 垂直运输设备的操作人员，在作业前要对卷扬机等设备各部分进行安全检查，
确认无异常后方可作业。吊装顶铁或钢管时严禁在把杆回转半径内停留 ；往工作坑内
下管时应穿保险钢丝绳，并缓慢地将管子送人导轨就位，以便防止滑脱坠落或冲击导
轨，同时坑下人员应站在安全角落。
9. 插管及止水盘根处理必须按操作规程要求，尤其应待工具管就位（应严格复测
管子的中线和前、后端管底标高，确认合格后）并接长管子，安装水力机械、千斤顶、
油泵车、高压水泵、压浆系统等设备全部运转正常后方可开封插板管顶进。
10. 垂直运输设备的操作人员在作业前要对卷扬机等设备各部分进行安全检查，
确认无异常后方可作业，作业时精力集中、服从指挥，严格执行卷扬机和起重作业有
关的安全操作规定。
11. 安装后的导轨应牢固，不得在使用中产生位移并应经常检查校核 ；两导轨应
顺直、平行、等高，其纵坡应与管道设计坡度一致。
12. 在拼接管段前或因故障停顿时应加强联系，及时通知工具管头部操作人员停
止冲泥出土，防止由于冲吸过多造成塌方，在长距离顶进过程中应加强通风。
13. 当吸泥莲蓬头堵塞、水力机械失效等原因，需要打开胸板上的清石孔进行处
理时必须采取防止冒顶塌方的安全措施。
14. 顶进过程中油泵操作工应严格注意观察油泵车压力是否均匀渐增，若发现压
力骤然上升应立即停止顶进，待查明原因后方能继续顶进。
15. 管子的顶进或停止应以工具管头部发出信号为准。遇到顶进系统发生故障或
在拼管子前 20min 即应发出信号给工具管头部的操作人员，引起注意。
16. 顶进过程中一切操作人员不得在顶铁二侧操作，以防发生崩铁伤人事故。
17. 如顶进不是连续三班作业，在中班下班时应保持工具管头部有足够多的土塞 ；
若遇土质差，因地下水渗流可能造成塌方时则应将工具管头部灌满以增大水压力。
18. 管道内的照明电信系统应采用安全特低压电（≤ 12 伏），每班顶管前电工要
仔细地检查多种线路是否正常，确保安全施工。
19. 工具管中的纠偏千斤顶应绝缘良好，操作电动高压油泵应戴绝缘手套。
20. 顶进中应有防毒、防燃、防暴、防水淹措施，顶进长度超 50m 时应有预防缺氧、
窒息措施。
21. 氧气瓶与乙炔瓶（罐）不得进入坑内。

二、盾构施工
（一）盾构机
盾构机是开挖土砂围岩的主要机械，由切口环、支承环及盾尾三部分组成，三部
分总称为盾构壳体。盾构的基本构造包括盾构壳体、推进系统、拼装系统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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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的推进系统有液压设备和盾构千斤顶组成。

（二）盾构机施工
1. 随着施工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发展，盾构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目前在我国地下工
程施工中主要有手掘式盾构、挤压式盾构、半机械式盾构、机械式盾构等四大类。
2. 盾构施工前必须进行地表环境调查、障碍物调查以及工程地质勘察，确保盾构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
3. 在盾构施工组织设计中必须要有安全专项方案和措施，这是盾构设计方案中的
关键。
4. 必须建立供、变电、照明、通信联络、隧道运输、通风、人行通道，给水和排
水的安全管理及安全措施。
5. 必须有盾构进洞、盾构推进开挖、盾构出洞这三个盾构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保护
措施。
6. 在盾构法施工前必须编制好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急救物品和设备。

（三）盾构机施工注意事项
1. 拼装盾构机的操作人员必须按顺序进行拼装，并对使用的起重索具逐一检查，
确认可靠方可吊装。
2. 机械在运转中须小心谨慎，严禁超负荷作业。发现盾构机械运转有异常或振动
等现象应立即停机作业。
3. 电缆头的拆除与装配必须切断电源方可进行作业。
4. 操作盘的门严禁开着使用，防止触电事故。动力盘的接地线必须可靠并经常检
查，防止松动发生事故。
5. 连续启动二台以上电动机时必须在第一台电动机运转指示灯亮后，再启动下一
台电动机。
6. 应定期对过滤器的指示器、油管、排放管等进行检查保养。
7. 开始作业时应对盾构各部件、液压、油箱、千斤顶、电压等仔细检查，严格执
行锁荷“均匀运转”。
8. 盾构出土皮带运输机应设防护罩，并应专人负责。
9. 装配皮带运输机时必须清扫干净，在制动开关周围不得堆放障碍物，并有专人
操作，检修时必须停机停电。
10. 利用蓄电瓶车牵行时司机必须经培训持证驾驶 ；电瓶车与出土车的连接处不
准将手伸入 ；车辆牵引时按照约定的哨声或警铃信号才能拖运。
11. 出土车应有指挥引车，严禁超载。在轨道终端必须安装限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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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门吊司机必须持证上岗，挂钩工对钢丝绳、吊钩经常检查，不得使用不合格
的吊索具，严禁超负荷吊运。
13. 盾构机头部应每天要检测可燃气体的浓度，做到预测、预防和序控工作并做
好记录台账。
14. 盾构内部的油回丝及零星可燃物要及时清除。对乙炔、氧气要加强管理，严
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及动火监护工作。在气压盾构施工时严禁将易燃、易爆物品带入
气压施工区。
15. 在隧道工程施工中采用冻结法地层加固时，必须以适当的观测方法测定温度，
掌握地层的冻结状态，必须对附近的建筑物或地下埋设物及盾构隧道本身采取防护
措施。

（四）盾构施工进场和盾构进洞整个流程
盾构进出洞

开工阶段
洞口防护

盾构安装

行东安装

管片拼装

管片堆场

垂直运输

东架段交叉作业

水平运输

（五）盾构施工开工阶段
盾构法施工的开工阶段是指为盾构正式推进施工所做准备工作的时期。包括 ：建
设方交付施工场地后现场的隔离围护、现场生活区临时设施的搭建、施工现场的平面
布局、行车设备的安装、盾构机的吊装安装就位、施工现场结构井的临边预留孔的防
护、下进钢梯通道的安装等。
1. 行车安装作业
行车安装是指在施工现场地面安装起重机械的分项工程。主要内容包括 ：行车安
装合同的签订、安全生产协议的签订、安装方案的制定及审批、现场安装施工、安装
完毕后的自行检查、报送相关的技术质量监督部门的自查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
行车安装是一项施工周期短，作业风险高的分部工程项目，在安装过程中对不安
全因素、不安全行为、不安全状态作分析，制定对策和措施及控制要点。
2. 盾构安装作业
（1）盾构安装作业是开工阶段的重要工序。它包括安装使用的大型起重设备的进
场，工作井内盾构基座的安装，盾构部件的安装、拼装就位、盾构安装完毕后的调试
工作等。
（2）盾构安装是集起重吊装、焊接作业、设备调试为一体的综合性分部工程，它
具有施工周期短、立体交错施工的特性，具有较高的施工风险，监控管理不力，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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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各类安全事故。因此对盾构安装的安全管理具有一定的难度。在安装过程中的安全
对策和监控措施一定要落实到。
3. 洞口防护作业
洞口防护的范围包括：行车轨道与结构井的临边缺口、拌降施工区域的临边围护、
结构井井口的防护、每一层结构井的临边围护、结构上中小型预留孔的围护。
结构施工单位向盾构施工单位移交施工场地后，大量的结构临边及预留孔都必须
制作防护设施。在开工阶段如不能及时将这些安全设施完善，将会留下很大的高处坠
落事故隐患。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

（六）盾构进出洞作业
盾构进出洞是作为整个工艺流程起始和结束两个环节。其中包括盾构基座的安装、
盾构机的就位、安装完毕后的验收、凿洞门脚手架的搭设、洞门的凿除、袜套的安装、
预留钢筋的割除、大型混凝块的调运等。
盾构进出洞都存在相当大的危险性。人机交错、立体施工的特性十分显著。整个
施工作业环境处于一个整体的动态之中，蕴藏着土体盾构进出洞的不安全条件。因此
对策和监控措施必须落实到位。

（七）管片堆放作业
1. 地面管片堆放是为隧道井下盾构推进所作的重要准备工序，其中包括管片卸车、
管片吊装堆放、涂料制作等工序。
2. 地面管片堆场施工主要涉及到运输车辆进出工地可能发生车辆伤人事故，同时
重点防范的是管片在吊运过程中对施工人员的伤害。
3. 管片堆场要平稳，道路要畅通，堆放要规范，排水要畅通，有良好的照明措施，
运输过程中须专人指挥，安全警示标志清晰有针对性。

（八）行车垂直运输作业
1. 行车垂直运输主要包括运用行车将盾构推进所需的施工材料吊运至井下，将井
下的出土箱等重物吊至地面，是垂直运输施工的重要工序。
2. 行车垂直运输是隧道盾构施工“二线一点”中的重要部分，行车设备及吊索具
的损坏和不规范使用都会引起重大伤亡事故。同时该部位是施工中运作最为频繁的区
域，是人机交错高风险事故发生的重要部位。
3. 行车必须有安全使用证，加强日常维修保养和检测，运行前必须对所有安全保
险装置作一次检查，司机和指挥必须持证上岗，强化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规范操作，
确保安全。

（九）电机车水平运输作业
1. 电机车水平运输主要包括 ：电机车通过水平运输系统（电机车轨道）将垂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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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的施工材料（管片、轨道、轨枕、油脂等等）运输到盾构工作面，将盾构工作的出
土箱运送到井口。水平运输是盾构施工的重要工序之一。
2. 水平运输线是盾构施工风险部位控制的重中之重，和垂直运输速度一样，由于
施工频率高，势必造成盾构施工人机交错概率的提高。同时由于地铁施工速度日益加
快也使电机车运输速度受到干扰。电机车水平运输在历年事故发生的类别中占有比重
最大，机车设备隐患及人员操作失误是导致事故主要原因。
3. 电机车轨道的轨距，轨枕木要经常测距检查，电机车做好维修保养，警示设备
须完好，电机车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使水平运输安全动态处在受控下施工。

（十）车架段交叉施工作业
1. 车架段交叉施工包括土箱的装土、管片的吊运、轨道轨枕的铺设、车架后部的
人行隔离通道的制作、车架后部通风管理的敷设、电缆线的排放、电机车在车架内装
卸施工材料、测量人员上下测量平台、车架内接轨作业、压浆作业等等。
2. 车架段由于其空间狭窄、作业繁多，作业人员多的特性，注定了这一部位有相
当大的危险性，这一部位必须加强监控管理。
3. 日常必须对车架内电机车轨道的行程限位装置、电机车车身下部的防飞车的滑
行装置、车架上部的围护栏杆等检查，对车架上的高压电缆必须落实有效的隔离措施，
同时设置警示标志，对过轨道的电源线落实穿孔过路等保护措施。

（十一）管片拼装作业
1. 管片拼装是盾构施工的重要工序之一，包括管片的运输吊装就位，举重臂的旋
转拼装，管片链接件的安装，管片拼装环的拆除，千斤顶的靠拢，管片螺栓的紧固等。
2. 管片拼装是安全风险部位两线一点中的“一点”，该部位以往曾发生过教训深
刻的事故。由于施工进度不断加快，安全措施不到位，管片拼装机的操作人员和拼装
工高频率的配合，仅靠施工人员的反应来降低危险程度，管理比较被动。须消除拼装
机械的不安全状态和拼装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等，使施工作业在受控状态下进行。
3. 举重臂的制动装置，拼装机的警示设备，运输管片的单轨葫芦及双轨梁限位装置
及制动装置，拼装平台的防护，栏杆等必须日常例保检查、维修、保养，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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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工程
爬模施工技术

爬模是技术性强、组织管理严密的先进施工工艺，广泛应用于高层、超高层建筑
的核心筒、大型桥塔等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

一、爬模施工技术特点
1. 爬模吸收了支模工艺按常规方法现浇混凝土，劳动组织和施工操作简便，混凝
土表面质量易于保证等优点，当新浇混凝土脱模后，以油缸或千斤顶为动力，以导轨
或支撑杆为爬升轨道，将模板自行向上爬升一层。
2. 液压爬模可整体爬升，也可单榀爬升，爬升稳定性好，爬升速度快，可以提高
工程施工速度。爬模带有全方位的操作平台，施工单位不必为重新搭设操作平台而浪
费材料和劳动力。
3. 爬模可以从基础底板或任意层开始组装和使用爬升模板，结构施工误差小，纠
偏简单，施工误差可逐层消除。
4. 内外墙和柱子都可以采用爬模，模板自爬，原地清理，无须塔吊反复拆装模板。
5. 钢筋可以提前绑扎，也可以随升随绑，操作在室内和全封闭平台进行，安全、
方便。
6. 根据工程特点，楼板可以爬一层浇一层；也可以墙体连续爬升，楼板滞后施工。
7. 模板上可带有脱模器，保证脱模不粘模。
8. 爬模架一次组装后，一直到顶不落地，节省了施工场地，而且减少了模板、特
别是面板的碰伤损毁。在城市狭窄工程项目具有明显优势。
９. 爬升模板周转次数多，每次摊销费用低，符合租赁和模板工程分包，总包不
占用资金。
10. 液压爬模在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施工进度、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益等方
面均有良好效果。（见图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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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缸架体自爬模装置实例

二、常见液压爬模的类型
液压爬模有油缸架体爬模装置和千斤顶架爬模两种类型，常见使用的以油缸架体
爬模装置居多。
1. 油缸架体爬模装置（见图 8-7）
油缸架体爬模装置应包括以下系统 ：模板系统、架体与操作平台系统、液压爬升
系统、电气控制系统。
爬模的爬升运动通过液压油缸对导轨和爬架交替顶升来实现。导轨和爬模架互不
关联，二者之间可进行相对运动。当爬模架工作时，导轨和爬模架都支撑在埋件支座
上，两者之间无相对运动。退模后立即在退模留下的爬锥上安装承载螺栓、挂座体及
埋件支座，调整上、下换向盒棘爪方向来顶升导轨，待导轨顶升到位，就位于该埋件
支座上后，操作人员立即转到下平台拆除导轨提升后露出的位于下平台处的埋件支座、
爬锥等。在解除爬模架上所有拉结之后就可以开始顶升爬模架，这时候导轨保持不动，
调整上下棘爪方向后启动油缸，爬模架就相对于导轨运动，通过导轨和爬模架这种交
替附墙，互为提升对方，爬模架即可沿着墙体上预留爬锥逐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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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模承载接头构造
1—承载螺栓；
2—锥体螺母；
3—墙体混凝土；
4—预埋螺栓；
5—锚固板；

1—上操作平台；

14—上防坠爬升器；

2—护栏；

15—油缸；

3—纵向连系梁；

16—下防坠爬升器；

4—上架体；

17—下架体；

5—模板背愣；

18—吊架；

6—横梁；

19—吊平台；

7—模板面板；

20—挂钩连接座；

8—安全网；

21—导轨；

9—可调斜撑；

22—对拉螺栓；

10—护栏；

23—锥形承载接头（或承载螺栓）；

11—水平油缸；

24—架体防倾调节支腿；

12—平移滑道；

25—导轨调节支腿

13—下操作平台；

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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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千斤顶提升架爬模见图 8-9。

图 8-8

油缸架体爬模装置爬升示意图

图 8-9

1—支承杆；

14—模板背楞；

2—限位卡；

15—活动支腿；

3—升降千斤顶；

16—外架斜撑；

4—中油管；

17—围圈；

5—横梁；

18—外架立柱；

6—斜撑；

19—下操作平台；

7—提升架立柱；

20—挂钩可调支座；

8—栏杆；

21—外架梁；

9—安全网；

22—挂钩连接座；

10—定位预埋件；

23—导向杆；

11—上操作平台；

24—防坠挂钩；

12—大模板；

25—导向滑轮；

13—对拉螺拴；

26—吊平台；

千斤顶提升架爬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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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爬模施工准备
液压爬模专项施工方案必须进行爬模装置设计与工作荷载计算，必须对承载螺栓、
支承杆和导轨主要受力部分分别按施工、爬升和停工三种工况进行强度、刚度及稳定
性计算，爬模模板应分别按混凝土浇筑阶段和爬升阶段验算。
液压爬模专项施工方案必须经专家论证，论证要求应符合《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设部建质【2009】87 文件的规定。
进入施工现场的爬升模板系统中的大模板、爬升支架、爬升设备、脚手架及附件
等，应按施工组织设计及有关图纸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四、爬模的安装施工
1. 爬升模板安装时，应统一指挥，设置警戒区与通信设施，并应做好 ：
（1）检查工程结构上预埋螺栓孔的直径和位置，并应符合图纸要求。
（2）爬升模板的安装顺序应为底座、立柱、爬升设备、大模板、模板外侧吊脚手架。
（3）所有检查应有完整原始记录。
2. 施工过程中爬升大模板及支架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
（1）爬升前，应检查爬升设备的位置、牢固程度、吊钩及连接杆件等，确认无误
后，拆除相邻大模板及脚手架间的连接杆件，使各个爬升模板单元彻底分开。
（2）爬升时，应先收紧千斤钢丝绳，吊住大模板或支架，然后拆卸穿墙螺栓，并
检查再无任何连接，卡环和安全钩无问题，调整好大模板或支架的重心，保持垂直，
开始爬升。爬升时，作业人员应站在固定件上，不得站在爬升件上爬升，爬升过程中
应防止晃动与扭转。
（3）每个单元的爬升不宜中途交接班，不得隔夜再继续爬升。每单元爬升完毕应
及时固定。
（4）大模板爬升时，新浇混凝土的强度不应低于达到 1.2N/mm2。支架爬升时的
附墙架穿墙螺栓受力处的新浇混凝土强度应达到 10N/mm2 以上。
（5）爬升设备每次使用前均应检查，液压设备应由专人操作。
3. 作业人员应背工具袋，以便存放工具和拆下的零件，防止物件跌落。且严禁高
空向下抛物。
4. 每次爬升组合安装好的爬升模板、金属件应涂刷防锈漆，板面应涂刷脱模剂。
5. 爬模的外附脚手架或悬挂脚手架应满铺脚手板，脚手架外侧应设防护栏杆和安
全网。爬架底部亦应满铺脚手板和设置安全网。
6. 每步脚手架间应设置爬梯，作业人员应由爬梯上下，进入爬架应在爬架内上下，
严禁攀爬模板、脚手架和爬架外侧。
7. 脚手架上不应堆放材料，脚手架上的垃圾应及时清除。如需临时堆放少量材料
或机具，必须及时取走，且不得超过设计荷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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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螺栓孔均应安装螺栓，按规定力矩拧紧，并经专人检查确认，脚手架部分
螺栓拧紧力矩 50 ～ 60N·m。

五、爬升模板拆除
1. 拆除爬模应有拆除方案，应由企业技术负责人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署意见，
应向有关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后，方可实施拆除。
2. 拆除时应先清除脚手架上的垃圾杂物，并应设置警戒区由专人监护。
3. 拆除时应设专人指挥，严禁交叉作业。拆除顺序应为 ：悬挂脚手架和模板、爬
升设备、爬升支架。
4. 已拆除的物件应及时清理、整修和保养，并运至指定地点备用。
5. 工作面风速 10m/s 以上大风应停止拆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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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手架工程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附着升降脚手架是仅需搭设一定高度，并通过附着支撑结构附着于高层、超高层
工程结构上，具有防倾覆、防坠落装置，依靠自身的升降设备和装置，随工程结构施
工逐层爬升直至结构封顶，可继而为满足外墙装饰作业要求实现逐层下降的辅助施工
外脚手架。它可以满足结构施工、安装施工、装修施工等施工阶段中，工人在建筑物
外侧进行操作时的施工工艺及安全防护需要。它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在挑、
吊、挂脚手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适应高层建筑、特别是超高层建筑施工需要的
新型脚手架。目前，在施工现场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全钢结构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这种全钢结构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高层、超高层建筑施工中愈来愈广泛应用。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使用、维护保养以及拆除的安全技术要求，按以下现
行规范标准执行 ：
《工具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附着升降脚手架部分）JGJ202 ；
《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JGJ305 ；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
附着式整体和分片提升脚手架工程施工前必须认真履行安装资质审查、专项施工
方案的编制审核、批准、论证、安全技术交底、安拆告知、自检、第三方监督检验、
验收和登记程序。

一、附着升降脚手架分类
1. 按组架构造分 ：单片式、整体式 ；
2. 按提升动力分 ：电动、手动、液压式 ；
3. 按结构构造分 ：单片主框架、双片主框架 ；
4. 按提升受力状态分 ：偏心提升、中心提升 ；
5. 按架体构架分 ：脚手架钢管架体和全钢架体（见图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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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附着升降脚手架

二、附着升降脚手架构造
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由竖向主框架、水平支承桁架、架体构架，附着支承结构、
防倾装置，防坠装置等组成。
2.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结构构造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架体高度不得大于 5 倍楼层高 ；
（2）架体宽度不得大于 1.2m ：
（3）直线布置的架体支承跨度不得大于 7m，折线或曲线布置的架体，相邻两主
框架支撑点处的架体外侧距离不得大于 5.4m ；
（4）架体的水平悬挑长度不得大于 2m，且不得大于跨度的 1/2 ：
（5）架体全高与支承跨度的乘积不得大于 110 ㎡。
3.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在附着支承结构部位设置与架体高度相等的与墙面垂直的
定型的竖向主框架，竖向主框架应是桁架或刚架结构。其杆件连接的节点应采用焊接
或螺栓连接，并应与水平支承桁架和架体构架构成有足够强度和支撑刚度的空间几何
不可变体系的稳定结构。竖向主框架结构构造（图 9-19）应符合下列规定 ：
（1）竖向主框架可采用整体结构或分段对接式结构。结构形式应为竖向桁架或门
型钢架形式等。各杆件的轴线应汇交于节点处，并应采用螺栓或焊接连接，如不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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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点，应进行附加弯矩验算 ；
（2）当架体升降采用中心吊时，在悬臂粱行程范围内竖向主框架内侧水平杆去掉
部分的断面，应采取可靠的加固措施 ；
（3）主框架内侧应设有导轨 ；
（4）竖向主框架宜采用单片式主框架图 9-20（a）；或可采用空间桁架式主框架
图 9-20（b）。
4. 在竖向主框架的底部应设置水平支承桁架，其宽度应与主框架相同，平行于墙
面，其高度不宜小于 1.8m。水平支承桁架结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桁架各杆件的轴线应相交于节点上，并宜采用节点板构造连接，节点板的厚
度不得小于 6mm ；
（2）桁架上下弦应采用整根通长杆件或设置刚性接头。腹杆上下弦连接应采用焊
接或螺栓连接 ；
（3）桁架与主框架连接处的斜腹杆宜设计成拉杆 ；
（4）架体构架的立杆底端应放置在上弦节点各轴线的交汇处 ；
（5）内外两片水平桁架的上弦和下弦之间应设置水平支撑杆件，各节点应采用焊
接或螺栓连接 ；
（6）水平支承桁架的两端与主框架的连接，可采用杆件轴线交汇于一点。且为能
活动的铰接点 ；或可将水平支承桁架放在竖向主框架的底端的桁架底框中。
5. 附着支承结构应包括附墙支座、悬臂梁及斜拉杆，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竖向主框架所覆盖的每个楼层处应设置一道附墙支座 ：
（2）在使用工况时，应将竖向主框架固定于附墙支座上 ；
（3）在升降工况时。附墙支座上应设有防倾、导向的结构装置 ；
（4）附墙支座应采用锚固螺栓与建筑物连接，受拉螺栓的螺母不得少于两个或应
采用弹簧垫圈加单螺母，螺杆露出螺母端部的长度不应少于 3 扣，并不得小于 10 ㎜。
垫板尺寸应由设计确定，且不得小于 10 ㎜ ×100 ㎜ ×100 ㎜ ；
（5）附墙支座支承在建筑物上连接处混凝土的强度应按设计要求确定，且不得小
于 C10。
6. 架体构架宜采用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其结构构造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
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 的规定。架体构架应设置在两竖向主框
架之间，并应以纵向水平杆与之相连，其立杆应设置在水平支承桁架的节点上。
7. 水平支承桁架最底层应设置脚手板。并应铺满铺牢，与建筑物墙面之间也应设
置脚手板全封闭，宜设置可翻转的密封翻板。在脚手扳的下面应采用安全网兜底。
8. 架体悬臂高度不得大于架体高度的 2/5，且不得大于 6m。
9. 当水平支承桁架不能连续设置时，局部可采用脚手架杆件进行连接，但其长度
不得大于 2.0m。且应采取加强措施，确保其强度和刚度不得低于原有的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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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竖向主框架；
2. 导轨；
3. 密目安全网；
4. 架体；
5. 剪刀撑；
6. 立杆；
7. 水平支撑桁架；
8. 竖向主框架底部托盘；
9. 正在施工层；
10. 架体横向水平杆；
11. 架体纵向水平杆；
12. 防护栏杆；
13. 脚手板；
14. 作业层挡脚板；
15. 附墙支座；
16. 吊拉杆；
17. 花篮螺栓；
18. 升降上吊挂点；
19. 升降下吊挂点；
20. 载荷传感器；
21. 同步控制装置；
22. 电动葫芦；
23. 锚固螺栓；
24. 底部脚手板及密封翻版；
25. 定位装置；
26. 升降钢丝绳；
27. 导向滑轮；
28. 主框架底部托座与附墙支座临时固定连接点；
29. 升降滑轮；
30. 临时拉结。

（a）竖向主框架为单片式（b）竖向主框架为空间桁架式
图 9-20

两种不同主框架的架体断面构造图

10. 物料平台不得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各部位和各结构构件相连。其荷载应直接
传递给建筑工程结构。
11. 当架体遇到塔吊、施工升降机、物料平台需断开或开洞时，断开处应加设栏
杆和封闭，开口处应有可靠的防止人员及物料坠落的措施。
12. 架体外立面应沿全高连续设置剪刀撑，并应将竖向主框架、水平支承桁架和
架体构架连成一体，剪刀撑斜杆水平夹角应为 450 ～ 600。应与所覆盖架体构架上每
个主节点的立杆或横向水平杆伸出端扣紧 ；悬挑端应以竖向主框架为中心成对设置对
称斜拉杆，其水平夹角不应小于 450。
13. 架体结构应在以下部位采取可靠的加强构造措施 ：
（1）与附墙支座的连接处 ；
（2）架体上提升机构的设置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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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架体上防坠落、防倾覆装置的设置处 ；
（4）架体吊拉点设置处 ；
（5）架体平面的转角处 ；
（6）架体因碰到塔吊、施工升降机、物科平台等设施而需要断开或开洞处 ；
（7）其他有加强要求的部位。

三、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全防护措施
（1）架体外侧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全封闭，密目式安全立网的网目密度不应低
于 2000 目 /100cm2，且应可靠地固定在架体上 ；
（2）作业层外侧应设置 1.2m 高的防护栏杆和 180mm 高的挡脚板 ；
（3）作业层应设置固定牢靠的脚手板，其与结构之间的间距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 的相关规定。
（4）当架体构架采用脚手架钢管时、两主框架之间架体的搭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 的规定。

四、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构配件的制作
（1）构配件应具有完整的设计图纸、工艺文件、产品标准和产品质量检验规程 ；
制作单位应有完善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 ；
（2）制作构配件的原材料和辅料的材质及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按现行《建
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 有关规定对其进行验证和检验 ；
（3）加工构配件的工装，设备及工具应满足构配件制作精度的要求，并应定期进
行检查，工装应有设计图纸 ；
（4）构配件应按工艺要求及检验规程进行检验 ；对附着支承结构，防倾覆、防坠
落装置等关键部件的加工件应进行 100% 检验 ；构配件出厂时。应提供出厂合格证。

五、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升降动力设备设置
（一）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在每个竖向主框架处设置升降设备，升降设备应采用
电动葫芦或电动液压设备，单跨升降时可采用手动葫芦，升降设备的连接要求如下 ：
1. 升降设备应与建筑结构和架体有可靠连接 ；
2. 固定电动升降动力设备的建筑结构应安全可靠，动力设备吊挂件穿墙螺栓应采
用双螺母固定，螺纹应露出螺母 3 牙 ；垫板规格不应小于 10mm×100mm×100mm。
3. 建筑结构设置电动液压设备的架体部位，应有加强措施。
（二）升降动力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升降动力设备应满足升降脚手架工作性能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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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机构运转、制动应可靠，不应有下滑 ；
3. 电动环链葫芦的链条不应有卡阻和扭曲 ；
4. 同时使用的升降动力设备应采用同一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 ；
5. 升降动力设备应具有防雨、防尘等防护措施 ；
6. 主要升降承力构件不应有扭曲、变形、裂纹、严重锈蚀等缺陷，焊口不应有裂纹；
7. 拉杆不应有弯曲，螺纹应完好，不应锈蚀 ；

六、附着升降脚手架安全装置
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必须具有防倾覆、防坠落和同步升降控制的安全装置。升降
脚手架无论在工作和非工作状态下，应具有承受规定荷载而不倾翻的稳定性能。
2. 防倾覆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防倾斜装置应用螺栓与定型竖向主框架或附着支承结构连接，不应采用钢管
扣件或碗扣方式连接 ；防倾覆装置中应包括导轨和两个以上与导轨连接的可滑动的导
向件 ；
（2）在防倾导向件的范围内应设置防倾覆导轨，且应与竖向主框架可靠连接 ；
（3）在升降和使用两种工况下，最上和最下两个导向件之间的最小间距不得小于
2.8m 或架体高度的 l/4 ；
（4）应具有防止竖向主框架倾斜的功能 ；
（5）应采用螺栓与附墙支座连接，其装置与导轨之问的间隙应小于 5mm。
3. 防坠落装置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
（1）防坠落装置应采用同一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并在有效标定使用期内；
防坠落装置应设置在竖向主框架处并附着在建筑结构上且不与升降设备设置在同一支
承结构上，每一升降点不得少于一个防坠落装置。防坠落装置在使用和升降工况下都
必须起作用 ；
（2）防坠落装置必须采用机械式的全自动装置。严禁使用每次升降都需重组的手
动装置 ；
（3）防坠落装置技术性能除应满足承载能力要求外，还应符合表 9-22 的规定。
（4）防坠落装置应具有防尘、防污染的措施，并应灵敏可靠和运转自如 ；
（5）防坠落装置与升降设备必须分别独立固定在建筑结构上 ；
（6）钢吊杆式防坠落装置，钢吊杆规格应由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Φ25mm。
防坠落装置技术性能

表 9-22

脚手架类别

制动距离（mm）

整体式升降脚手架

≤ 80

单片式升降脚手架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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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步控制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升降时，必须配备有限制荷载或水平高差的同步控制系统。
连续式水平支承桁架，应采用限制荷载自控系统 ；简支静定水平支承桁架，应采用水
平高差同步自控系统 ；当设备受限时，可选择限制荷载自控系统。
（2）限制荷载自控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
①当某一机位的荷载超过设计值的 15% 时。应采用声光形式自动报警和显示报
警机位 ；当超过 30% 时，应能使该升降设备自动停机 ；
②应具有超载、失载、报警和停机的功能 ；宜增设显示记忆和储存功能 ；
③应具有自身故障报警功能，并应能适应施工现场环境 ；
④性能应可靠、稳定，控制精度应在 5% 以内。
（3）水平高差同步控制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
①当水平支承桁架两端高差达到 30mm 时，应能自动停机 ；
②应具有显示各提升点的实际升高和超高的数据，并应有记忆和储存的功能 ；
③不得采用附加重量的措施控制同步。

七、安装（管理使用）
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例》及建筑施工附着升降脚手架管理暂行规定（建设
部建建 [2000]230 号）的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从事附着升降脚手架工程的
施工单位实行资质管理，未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不得施工 ；对附着升降脚手架实行认
证制度，即所使用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必须经过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鉴定或者
委托具有资格的单位进行认证。

（一）附着升降脚手架施工准备
1. 附着升降脚手架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根据资质管理有关规定到当地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办理相应审查手续。
异地使用附着升降脚手架的，使用前应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建筑安全监督
机构办理备案手续，接受其监督管理。
2. 工程项目的总承包单位必须对施工现场的安全工作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对使用
的附着升降脚手架要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解决措施。
3. 安装前，应根据工程结构特点、施工环境、条件及施工要求编制“附着升降脚
手架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并根据本规定有关要求办理使用手续，备齐相关文件资料。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前应具有下列文件 ：
（1）相应资质证书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
（2）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鉴定或验收证书 ；
（3）产品进场前的自检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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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种作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岗位证书 ；
（5）各种材料、工具的质量合格证、材质单、测试报告 ；
（6）主要部件及提升机构的合格证。

（二）附着升降脚手架的安装
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首层安装前应设置安装平台，安装平台应有保障施工人员
安全的防护设施，安装平台的水平精度和承载能力应满足架体安装的要求。
2. 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相邻竖向主框架的高差不应大于 20mm ；
（2）竖向主框架和防倾导向装置的垂直偏差不应大于 5‰，且不得大于 60mm ；
（3）预留穿墙螺栓孔和预埋件应垂直于建筑结构外表面，其中心误差应小于
15mm ；
（4）连接处所需要的建筑结构混凝土强度应由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 C10 ；
（5）升降机构连接应正确且牢固可靠 ；
（6）安全控制系统的设置和试运行效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
（7）升降动力设备工作正常。
2. 附着支承结构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规定，不得少装和使用不合格螺栓及连接件。
3. 安全保险装置应全部合格，安全防护设施应齐备，且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设
置必要的消防设施。
4. 电源、电缆及控制柜等的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
术规范》JGJ46 的有关规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
（1）电气系统应有缺相、短路、失压、漏电等电气保护装置，且工作应可靠 ；
（2）控制电路中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0.5MΩ ；
（3）电气元件设置在单独的操作柜中，操作柜应有门锁，门处应标有危险警示标志；
（4）操纵手柄及操纵按钮应标明动作方向，并设有零位保护 ；
（5）操作柜面板的灯光、仪表显示应正常，应设置有紧急开关 ；
（6）电气控制系统应设置必要的音响、灯光信号与通信联络装置 ；
（7）各处电源线截面应计算确定，且电动机电源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0.75mm2，
总电源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6mm2 ；
（8）电动机电源线应成束捆扎分布，并悬挂在架体踏步外侧上方，不应散乱于踏
步上 ；每根电源线的两端头应有统一编号标志 ；
（9）垂直悬挂的总电源电缆，其自重产生的抗拉力不应超过所选电缆的机械强度；
5. 采用扣件式脚手架搭设的架体构架，其构造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扣
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 的要求。
6. 升降设备、同步控制系统及防坠落装置等专项设备，均应采用同一厂家的产品，
并具有生产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
7. 升降设备、控制系统、防坠落装置等应采取防雨、防砸，防尘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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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着升降脚手架的自检、监督检验和验收
1. 附着升降脚手架首次安装完毕后，安装单位应当自检，出具自检合格证明，提
交第三方监督检验合格，并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
总承包单位必须根据规定以及施工组织设计等有关文件的要求进行检查验收，验
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升降作业。分包单位对附着升降脚手架的使用安全负责。
同一单位工程首次安装验收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还应在下列阶段进行检查与
验收 ：
（1）提升或下降前 ；
（2）提升、下降到位，投入使用前。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提升、下降作业前应按现行《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
规范》JGJ202 有关规定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实施提升或下降作业。
2. 附着升降脚手架安装自检合格验收前或使用达到国家规定的检验检测期限的，
必须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检测。经检测不合格的，不得验收或继续使用。
3. 检验检测机构对检测合格的附着升降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应当出
具安全合格证明文件，并对检测结果负责。附着升降脚手架的检测检验，应按现行《建
筑施工升降设备检验标准》JGJ305 的规定执行。
4. 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附着升降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
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四）附着升降脚手架的使用
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按设计性能指标进行使用，不得随意扩大使用范围 ；架体
上的施工荷载应符合设计规定，不得超载，不得放置影响局部杆件安全的集中荷载。
2. 架体内的建筑垃圾和杂物应及时清理干净。
3.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不得进行下列作业 ：
（1）利用架体吊运物料 ；
（2）在架体上拉结吊装缆绳（或缆索）；
（3）在架体上推车 ；
（4）任意拆除结构件或松动连接件 ；
（5）拆除或移动架体上的安全防护设施 ；
（6）利用架体支撑模板或卸料平台 ；
（7）其他影响架体安全的作业。
4. 当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停用超过 3 个月时，应提前采取加固措施。
5. 当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停用超过 1 个月或遇 6 级及以上大风后复工时，应进行检
查，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6. 螺栓连接件，升降设备，防倾覆装置、防坠落装置、电控设备、同步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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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应每月进行维护保养。

第二节

高处作业吊篮

高处作业吊篮是依靠悬挂装置架设于建筑物或构筑物上 ， 其 起升机构通过钢丝
绳驱动平台沿立面上下运行的一种非常设悬挂接近设备，属于建筑施工升降设备之一，
主要用于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的装饰、维修工作。

一、高处作业吊篮的构造特点
1. 高处作业吊篮应由悬挂机构、吊篮平台、提升机构、防坠落机构、电气控制系
统、钢丝绳和配套附件、连接件组成。高处作业吊篮构成见图 9-21，其吊篮部分零
部件组成图见 9-22。

配重

悬挂机构
电器控制系统

提升机

安全锁

图 9-21

高处作业吊篮构

·259·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内部学习资料

施工安全技术 C1
1—安装架；
2—护栏横梁；
3—前部护栏；
4—后部护栏；
5—工作钢丝绳；
6—安全钢丝绳；
7—防坠落装置；
8—爬升式起升机构；
9—靠墙轮；
10—踢脚板；
11—垂直构件；
12—底板。

图 9-22

双吊点高处作业吊篮

2. 吊篮平台能通过提升机构沿动力钢丝绳升降。
3. 吊篮悬挂机构前后支架的间距。应能随建筑物外形变化进行调整。

二、高处作业吊篮的安装
1.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方案应按本章第二节固定履行审批、
交底程序，施工时应严格执行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实施。
2. 安装作业前，应期定安全区域，并应排除作业障碍。
3. 高处作业吊篮组装前应确认结构件，紧固件已配套且完好，其规格型号和质量
应符合设计要求。
4. 高处作业吊篮所用的构配件应是同一厂家的产品。
5. 在建筑物屋面上进行悬挂机构的组装时，作业人员应与屋面边缘保持 2m 以上
的距离。组装场地狭小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6. 悬挂机构宜采用刚性联结方式进行拉结固定。
7. 悬挂机构前支架严禁支撑在女儿墙上、女儿墙外或建筑物挑檐边缘。
8. 前梁外伸长度应符合高处作业吊篮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9. 悬挑横梁应前高后低，前后水平高差不应大于横梁长度的 2%。
10. 配重件应稳定可靠地安放在配重架上，并应有防止随意移动的措施。严禁使
用破损的配重件或其他替代物。配重件的重量应符合设计规定，确保稳定力矩大于或
等于 3 倍倾覆力矩。
11. 安装时应确保工作钢丝绳和安全钢丝绳应独立悬挂在各自悬挂点上，位置正
确（图 9-23）。钢丝绳应沿建筑物立面缓慢下放至地面，不得抛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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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3

脚手架工程

一种典型钢丝绳悬挂点示意

12. 当使用两个以上的悬挂机构时，悬挂机构吊点水平间距与吊篮平台的吊点间
距应相等，其误差不应大于 50mm。
13. 悬挂机构前支架应与支撑面保持垂直，脚轮不得受力。
14. 安装任何形式的悬挑结构，其施加于建筑物或构筑物支承处的作用力，均应
符合建筑结构的承载能力，不得对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造成破坏和不良影响。
15.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和使用时，在 10m 范围内如有高压输电线路，应按照现
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规定，采取隔离措施。

三、高处作业吊篮的使用
1. 高处作业吊篮应设置作业人员专用的挂设安全带的安全绳及安全锁扣。安全绳
应固定在建筑物可靠位置上不得与吊篮上任何部位有连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安全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带》GB6095 的要求，其直径应与安全锁
扣的规格相一致。
（2）安全绳不得有松散、断股、打结现象 ；
（3）安全锁扣的配件应完好、齐全。规格和方向标识应清晰可辨。
2. 吊篮宜安装防护棚。防止高处坠物造成作业人员伤害。
3. 吊篮应安装上限位装置，宜安装下限位装置。
4. 使用吊篮作业时，应排除影响吊篮正常运行的障碍。在吊篮下方可能造成坠落
物伤害的范围，应设置安全隔离区和警告标志，人员或车辆不得停留、通行。
5. 在吊篮内从事安装、维修等作业时，操作人员应佩戴工具袋，物品、工具不得
抛掷。
6. 使用进口吊篮设备时应有中文使用说明书 ；产品的安全性能应符合我国的行业
标准。
7. 不得将吊篮作为垂直运输设备，不得采用吊篮运送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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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吊篮内的作业人员不应超过 2 个。
9. 吊篮正常工作时，人员应从地面进入吊篮内，不得从建筑物顶部、窗口等处或
其他孔洞处出入吊篮。
10. 在吊篮内的作业人员应佩戴安全帽，系安全带，并应将安全锁扣正确挂置在
独立设置的安全绳上。
11. 吊篮平台内应保持荷载均衡，不得超载运行。
12. 吊篮做升降运行时，工作平台两端高差不得超过 150mm。
13. 使用离心触发式安全锁的吊篮在空中停留作业时，应将安全锁锁定在安全绳
上 ；空中启动吊篮时，应先将吊篮提升使安全绳松弛后再开启安全锁。不得在安全绳
受力时强行扳动安全锁开启手柄 ；不得将安全锁开启手柄固定于开启位置。
14. 吊篮悬挂高度在 60m 及其以下的，宜选用长边不大于 7.5m 的吊篮平台 ；悬
挂高度在 100m 及其以下的，宜选用长边不大于 5.5m 的吊篮平台 ；悬挂高度在 100m
以上的。宜选用不大于 2.5m 的吊篮平台。
15. 进行喷涂作业或使用腐蚀性液体进行清洗作业时，应对吊篮的提升机、安全锁，
电气控制柜采取防污染保护措施。
16. 悬挑结构平行移动时，应将吊篮平台降落至地面，并应使其钢丝绳处于松弛
状态。
17. 在吊篮内进行电焊作业时，应对吊篮设备、钢丝绳、电缆采取保护措施。不
得将电焊机放置在吊篮内 ；电焊缆线不得与吊篮任何部位接触 ；电焊钳不得搭挂在吊
篮上。
18. 在高温、高湿等不良气候和环境条件下使用吊篮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
措施。
19. 当吊篮施工遇有雨雪、大雾、风沙及 8m/s（5 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时，
应停止作业，并应将吊篮平台停放至地面，应对钢丝绳、电缆进行绑扎固定。
20. 当施工中发现吊篮设备故障和安全隐患时，应及时排除，对可能危及人身安
全时，应停止作业，并应由专业人员进行维修。维修后的吊篮应重新进行检查验收，
合格后方可使用。
21. 下班后不得将吊篮停留在半空中，应将吊篮放至地面。人员离开吊篮、进行
吊篮维修或每日收工后应将主电源切断，并应将电气柜中各开关置于断开位置并加锁。

四、高处作业吊篮的拆除
1. 高处作业吊篮拆除应按照专项施工方案交底后，必须在专业人员的指挥下实施。
2. 拆除前应将吊篮平台下落至地面，并应将钢丝绳从提升机、安全锁中退出，切
断总电源。
3. 拆除支承悬挂机构时，应对作业人员和设备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4. 拆卸分解后的构配件不得放置在建筑物边缘，应采取防止坠落的措施。零散物
品应放置在容器中。不得将吊篮任何部件从屋顶处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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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概述

高处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很多，具体的危险因素与工作环境有很大关系。
不同行业中涉及的高处作业，在作业中都可能发生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触电、机械
伤害、坍塌等伤害事故。此外，从事高处作业的人员由于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容
易使身体内部发生不良变化而引发安全事故。从高处坠落造成伤残、死亡，是常见的
安全事故之一。
根据现行《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高处作业分级》GB/
T3608 有关规定编写本章内容。主要介绍了高处作业定义、高处作业分级及标记 ；用
于房屋及市政工程施工时的临边、洞口、攀登、悬空、操作平台及交叉作业等的防护
措施及规定以及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的种类、性能和使用规则。

一、高处作业的定义
按照现行《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规定 ：
“在坠落高度基准
面 2m 或 2m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其含义有两个 ：一是相对概念，可
能坠落的底面高度大于或等于 2m ；不论在单层、多层或高层建筑物作业，即使是在
平地，只要作业处的侧面有可能导致人员坠落的坑、井、洞或空间，其高度达到 2m
及其以上，就属于高处作业。二是高低差距标准定为 2m，因为一般情况下，当人在
2m 以上的高度坠落时，就很可能会造成伤亡事故。

二、高处作业的级别
高处作业高度分为 2m 至 5m、5m 以上至 15m、15m 以上至 30m 及 30m 以上四个
区段。
1. 高处作业的危险因素
直接引起坠落的客观危险因素分为 11 种 ：
（1）阵风风力五级（风速 8.0m/s）以上 ；
（2）GB/T4200 规定的Ⅱ级或Ⅱ级以上的高温作业 ；
（3）平均气温等于或低于 5℃的作业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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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触冷水温度等于或低于 12℃的作业 ；
（5）作业场地有冰、雪、霜、水、油等易滑物 ；
（6）作业场所光线不足，能见度差 ；
（7）作业活动范围与危险电压带电体的距离小于表 10-1 的规定。
作业活动范围与危险电压带电体的距离

表 10-1

危险电压带电体的电压等级 /kV

距离 /m

≤ 10

1.7

35

2.0

63 ～ 110

2.5

220

4.0

330

5.0

500

6.0

（8）摆动，立足处不是平面或只有很小的平面，即任一边小于 500mm 的矩形平面、
直径小于 500mm 的圆形平面或具有类似尺寸的其他形状的平面，致使作业者无法维
持正常姿势 ；
（9）《高处作业分级》GB3869 规定的Ⅲ级或Ⅱ级以上的体力劳动强度 ；
（10）存在有毒气体或空气中含氧量低于 0.195 的作业环境 ；
（11）可能会引起各种灾害事故的作业环境和抢救突然发生的各种灾害事故。
2. 高处作业分级
不存在上述 11 种直接引起坠落的客观危险因素，按表 10-2 规定的 A 类分级 ；
存在上述 11 种直接引起坠落的客观危险因素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按表 10-2 规定 B
类分级。
高处作业分级

表 10-2

高处作业高度 /m
分类法
2 ≤ hw ≤ 5

5<hw ≤ 15

15<hw ≤ 30

hw>30

A

Ⅰ

Ⅱ

Ⅲ

Ⅳ

B

Ⅱ

Ⅲ

Ⅳ

Ⅳ

习惯上，也有将特殊情况下的高处作业分为 8 类 ：
（1）在阵风风力六级（风速 10.8m/S）以上的情况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强风
高处作业。
（2）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异温高处作业。
（3）降雪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雪天高处作业。
（4）降雨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雨天高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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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室外完全采用人工照明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夜间高处作业。
（6）在接近或接触带电体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带电高处作业。
（7）在无立足点或无牢靠立足点的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悬空高处作业。
（8）对突然发生的各种灾害事故进行抢救的高处作业，称为抢救高处作业。
我们平时说的一般高处作业是指除特殊高处作业以外的高处作业。见下表 10-3.
高处作业名称
名词

表 10-3
说

明

临边作业

在工作面边沿无围护或围护设施高度低于 800mm 的高处作业，包括楼板边、
楼梯段边、屋面边、阳台边、各类坑、沟、槽等边沿的高处作业。

孔

楼板、屋面、平台等面上，短边尺寸小于 25cm 的；墙上，高度小于 75cm 的
孔洞

洞

楼板、屋面、平台等面上，短边尺寸等于或大于 25cm 的孔洞；墙上，高度等
于或大于 75cm，宽度大于 45cm 的孔洞

洞口作业

在地面、楼面、屋面和墙面等有可能使人和物料坠落，其坠落高度大于或等
于 2m 的开口处的高处作业。

攀登作业

借助登高用具或登高设施进行的高处作业。

悬空作业

在周边无任何防护设施或防护设施不能满足防护要求的临空状态下进行的高
处作业。

操作平台

由钢管、型钢或脚手架等组装搭设制作的供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和载物的平台，
包括移动式、落地式、悬挑式等平台。

移动式操作平台

可在楼地面移动的带脚轮可移动的脚手架操作平台。

悬挑式操作平台

以悬挑形式搁置或固定在建筑物结构边沿的操作平台，形式主要有斜拉式悬
挑操作平台和支承式悬挑操作平台。

交叉作业

在施工现场的垂直空间呈贯通状态下，凡有可能造成人员或物体坠落的，并
处于坠落半径范围内的、上下左右不同层面的立体作业。

三、高处作业标记及基本规定
（一）标记
高处作业的分级以级别、类别和种类作标记。
例 1 ：作业高度 5<hw ≤ 15 楼层边沿，作业环境温度 15℃的砌筑作业，为 A 类Ⅱ
级临边高处作业 ；
例 2 ：作业高度 5<hw ≤ 15 楼层边沿，作业环境温度 5℃的砌筑作业，为 B 类Ⅲ
级临边高处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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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规定
为确保高处作业安全高处作业的基本规定如下 ：
1. 在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技术方案中应按国家、行业相关规定并结合工程特点编
制包括临边与洞口作业、攀登与悬空作业、操作平台、交叉作业及安全网搭设的安全
防护技术措施等内容的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措施。
2.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前，应对安全防护设施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
行作业 ；验收可分层或分阶段进行。
3. 高处作业施工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教育及交底，并应配备相应防护
用品。
4. 高处作业施工前，应检查高处作业的安全标志、安全设施、工具、仪表、防火
设施、电气设施和设备，确认其完好，方可进行施工。
5. 高处作业人员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用具，并应经
专人检查。
6. 对施工作业现场所有可能坠落的物料，应及时拆除或采取固定措施。高处作业
所用的物料应堆放平稳，不得妨碍通行和装卸。工具应随手放入工具袋 ；作业中的走
道、通道板和登高用具，应随时清理干净 ；拆卸下的物料及余料和废料应及时清理运
走，不得任意放置或向下丢弃。传递物料时不得抛掷。
7. 施工现场应按规定设置消防器材，当进行焊接等动火作业时，应采取防火措施。
8. 在雨、霜、雾、雪等天气进行高处作业时，应采取防滑、防冻措施，并应及时
清除作业面上的水、冰、雪、霜。当遇有 10.8m/S 以上强风、浓雾、沙尘暴等恶劣气候，
不得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暴风雪及台风暴雨后，应对高处作业安全设施（包
括防雷设施）进行检查，当发现有松动、变形、损坏或脱落等现象时，应立即修理完
善，维修合格后再使用。
9. 需要临时拆除或变动安全防护设施时，应采取能代替原防护设施的可靠措施，
作业后应立即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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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边作业与洞口作业

在建筑施工现场，作业人员长时间处在未完成的建筑物的各层各部位或构件的边
缘或洞口处作业，往往容易引发高处坠人、坠物的各种伤害事故。边缘地带，有的是
一条边线，有的是环绕一个洞口，这种状态称为临边、洞口。临边与洞口的施工应注
意以下四个问题 ：
1. 临边与洞口处在施工过程中是极易发生坠落事故的场合。
2. 必须明确哪些场合属于规定的临边与洞口，这些地方不得缺少安全防护设施。
3. 必须严格遵守防护规定。
4. 重大危险源控制措施和方案。

一、临边防护
对临边高处作业，必须按下列要求设置防护
1. 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时，应在临空一侧设置防护栏杆，并
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2. 分层施工的楼梯口、楼梯平台和梯段边，应安装防护栏杆，防护栏杆必须自上
而下用安全立网封闭；外设楼梯口、楼梯平台和梯段边还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封闭。
（见图 10-1）
3. 建筑物外围边沿处，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进行全封闭，有外脚手架的工程，
密目式安全立网应设置在脚手架外侧立杆上，并与脚手杆紧密连接 ；没有外脚手架的
工程，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将临边全封闭。
4. 施工升降机、龙门架和井架物料提升机等各类垂直运输设备设施与建筑物间设
置的通道平台两侧边，应设置防护栏杆、挡脚板，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
栏板封闭。
5. 各类垂直运输接料平台口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1.80m 的楼层防护门，并应设置防
外开装置 ；多笼井架物料提升机通道中间，应分别设置隔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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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网封闭

密目式立网封闭

立网封闭

图 10-1

密目式立网
封闭

楼梯、楼层和阳台临边防护栏杆及密目网封闭（单位：mm）

二、洞口作业
施工现场的在建工程上往往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洞口，在洞口旁的高处作业称为洞
口作业。洞口分为平行于地面的，如楼板、人孔、梯道、天窗、管道沟槽、管井、地
板门和斜通道等处，以及垂直于地面的，如墙壁和窗台墙等。凡深度在 2m 及 2m 以
上的桩孔、人孔、沟槽与管道等孔洞边沿上的高处作业都属于洞口作业范围。

（一）在洞口作业时，应按如下要求采取防坠落措施 ：
1. 当垂直洞口短边边长小于 500 ㎜时，应采取封堵措施 ；当垂直洞口短边边长大
于或等于 500 ㎜时，应在临空一侧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
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设置挡脚板 ；
2. 当非垂直洞口短边尺寸为 25mm ～ 500 ㎜时，应采用承载力满足使用要求的盖
板覆盖，盖板四周搁置应均衡，且应防止盖板移位 ；
3. 当非垂直洞口短边边长为 500 ㎜～ 1500 ㎜时，应采用专项设计盖板覆盖，并
应采取固定措施 ；
4. 当非垂直洞口短边长大于或等于 1500mm 时，应在洞口作业侧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洞口应采用安全平
网封闭 ；
（图 10-2. 图 10-3）
5. 边长不大于 500 ㎜洞口所加盖板，应能承受不小于 1.1kN/ ㎡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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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墙面等处落地的竖向洞口、窗台高度低于 800 ㎜的竖向洞口及框架结构在浇注
完混凝土没有砌筑墙体时的洞口，应按临边防护要求设置防护栏杆。

（二）电梯井口防护
1. 电梯井口应设置防护门，其高度不应小于 1.5m，防护门底端距地面高度不应
大于 50 ㎜，并应设置挡脚板。
2. 进入电梯安装施工工序之前，同时井道内应每隔 10m 且不大于 2 层加设一道
水平安全网。电梯井内的施工层上部，应设置隔离防护设施。

（三）施工现场通道附近的洞口、坑、沟、槽、高处临边等危险作业处，
应悬挂安全警示标志外，夜间应设灯光警示

（1）边长 1500 ～ 2000 的洞口
图 10-2

图 10-3

（2）边长 2000 ～ 4000 的洞口

洞口防护栏杆（单位：mm）

洞口钢筋防护网（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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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护栏杆的构造
（一）临边作业的防护栏杆应由横杆、立杆及不低于 180 ㎜高的挡脚板组成，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防护栏杆应为两道横杆，上杆距地面高度应为 1.2m，下杆应在上杆和挡脚板
中间设置。当防护栏杆高度大于 1.2m 时，应增设横杆，横杆间距不应大于 600 ㎜ ；
2. 防护栏杆立杆间距不应大于 2m。

（二）防护栏杆立杆底端应按以下要求固定牢固 ：
1. 当在基坑四周土体上固定时，应采用预埋或打入方式固定。当基坑周边采用板
桩时，如用钢管做立杆，钢管立杆应设置在板桩外侧 ；
2. 当采用木立杆时，预埋件应与木杆件连接牢固。

（三）防护栏杆杆件的材料规格及连接
1. 当采用钢管作为防护栏杆杆件时，横杆及栏杆立杆应采用脚手钢管，并应采用
扣件、焊接、定型套管等方式进行连接固定 ；
2. 当采用原木作为防护栏杆杆件时，杉木杆稍径不应小于 80 ㎜，红松、落叶松
稍径不应小于 70 ㎜ ；栏杆立杆木杆稍径不应小于 70 ㎜，并应采用 8 号镀锌铁丝或回
火铁丝进行绑扎，绑扎应牢固紧密，不得出现泻滑现象。用过的铁丝不得重复使用 ；
3. 当采用其他型材作防护栏杆杆件时，应选用与脚手钢管材质强度相当规格的材
料，并应采用螺栓、销轴或焊接等方式进行连接固定。

（四）栏杆立杆和横杆的设置、固定及连接，应确保防护栏杆在上下横杆和立杆
任何处，均能承受任何方向的最小 1kN 外力作用，当栏杆所处位置有发生人群拥挤、
车辆冲击和物件碰撞等可能时，应加大横杆截面或加密立杆间距。

（五）防护栏杆应张挂密目式安全立网。
防护栏杆的设计应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JGJ80-2016）
附录 A 的规定。

·270·

第十章

第三节

高处作业

攀登与悬空作业

一、攀登作业
凡借助于登高用具或登高设施，在攀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之为攀登作业。
攀登作业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各类人员都应在规定的通道内行走，不
允许在阳台间与非正规通道作登高或跨越，也不能利用臂架或脚手架杆件与施工设备
进行攀登。攀登作业应遵守以下安全管理规定 ：
1.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技术方案中应明确施工中使用的登高和攀登设施，人员登
高应借助建筑结构或脚手架的上下通道、梯子及其他攀登设施和用具。
2. 攀登作业所用设施和用具的结构构造应牢固可靠 ；作用在踏步上的荷载在踏板
上的荷载不应大于 1.1kN，当梯面上有特殊作业，重量超过上述荷载时，应按实际情
况验算。
3. 不得两人同时在梯子上作业。在通道处使用梯子作业时，应有专人监护或设置
围栏。脚手架操作层上不得使用梯子进行作业。
4. 便携式梯子宜采用金属材料或木材制作，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便携式金属
梯安全要求》GB12142 和《便携式木梯安全要求》GB7059。
5. 单梯不得垫高使用，使用时应与水平面成 75o 夹角，踏步不得缺失，其间距宜
为 300 ㎜。当梯子需接长使用时，应有可靠的连接措施，接头不得超过 1 处。连接后
梯梁的强度，不应低于单梯梯梁的强度。
6. 折梯张开到工作位置的倾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便携式金属梯安全要求》
GB12142 和《便携式木梯安全要求》GB7059 的有关规定，并应有整体的金属撑杆或
可靠的锁定装置。
7. 固定式直梯应采用金属材料制成，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定式钢直梯安全技
术条件》GB4053.1 的规定 ；梯子内侧净宽应为 400 ㎜～ 600 ㎜，固定直梯的支撑应
采用不小于 L70×6 的角钢，埋设与焊接应牢固。直梯顶端的踏棍应与攀登的顶面齐平，
并应加设 1.05m ～ 1.5m 高的扶手。
8. 使用固定式直梯进行攀登作业时，攀登高度宜为 5m，且不超过 10m。当攀登
高度超过 3m 时，宜加设护笼，超过 8m 时，应设置梯间平台。
9. 当安装钢柱或钢结构时，应使用梯子或其他登高设施。当钢柱或钢结构接高时，
应设置操作平台。当无电焊防风要求时，操作平台的防护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2m ；
有电焊防风要求时，操作平台的防护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8m。
10. 当安装三角形屋架时，应在屋脊处设置上下的扶梯 ；当安装梯形屋架时，应
在两端设置上下的扶梯。扶梯的踏步间距不应大于 400 ㎜。屋架弦杆安装时搭设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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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应设置防护栏杆或用于作业人员栓挂安全带的安全绳。
11. 深基坑施工，应设置扶梯、入坑踏步及专用载人设备或斜道等，采用斜道时，
应加设间距不大于 400mm 的防滑条等防滑措施。严禁沿坑壁、支撑或乘运土工具上下。

二、悬空作业
在周边临空状态下，无立足点或无牢固可靠立足点的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
为悬空作业，主要指的是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现场内，从事建筑物和构筑物结构主体和
相关装修施工的悬空操作。这所指的不包括机械设备上如吊车上的操作人员。主要有
以下六大类施工作业 ：构件吊装与管道安装 ；模板支撑与拆卸 ；钢筋绑扎和安装钢骨
架 ；混凝土浇筑 ；预应力现场张拉 ；门窗作业等。
1. 悬空作业应设有牢固的立足点，并应配置登高和防坠落的设施。
2. 构件吊装和管道安装时的悬空作业安全防护应下列规定执行 ：
（1）钢结构吊装，构件宜在地面组装，安全设施应一并设置。吊装时，应在作业
层下方设置一道水平安全网 ；
（2）吊装钢筋混凝土屋架、梁、柱等大型构件前，应在构件上预先设置登高通道、
操作立足点等安全设施 ；
（3）在高空安装大模板、吊装第一块预制构件或单独的大中型预制构件时，应站
在作业平台上操作 ；
（4）当吊装作业利用吊车梁等构件作为水平通道时，临空面的一侧应设置连续的
栏杆等防护措施。当采用钢索做安全绳时，钢索的一端应采用“OO”型花兰螺栓收紧；
当采用钢丝绳做安全绳时，绳的自然下垂度不应大于绳长的 l/20，并应控制在 100 ㎜
以内 ；
（5）钢结构安装施工宜在施工层搭设水平通道，水平通道二侧应设置防护栏杆，
当利用钢梁作为水平通道时，应在钢梁一侧设置连续的安全绳，安全绳宜采用钢丝绳；
（6）钢结构、管道等安装施工的安全防护设施宜采用标准化、定型化产品。
3. 严禁在未固定、无防护的构件及安装中的管道上作业或通行。
4. 模板支撑体系搭设和拆卸时的悬空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模板支撑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得在连接件和支撑件上攀登上下，不得在
上下同一垂直面上装拆模板 ；
（2）在 2m 以上高处搭设与拆除柱模板及悬挑式模板时，应设置操作平台 ；
（3）在进行高处拆模作业时应配置登高用具或搭设支架。
5. 绑扎钢筋和预应力张拉时的悬空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绑扎立柱和墙体钢筋，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攀登骨架 ；
（2）在 2m 以上的高处绑扎柱钢筋时，应搭设操作平台 ；
（3）在高处进行预应力张拉时，应搭设有防护挡板的操作平台。
6. 混凝土浇筑与结构施工时的悬空作业安全防护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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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浇筑高度 2m 以上的混凝土结构构件时，应设置脚手架或操作平台 ；
（2）悬挑的混凝土梁、檐、外墙和边柱等结构施工时，应搭设脚手架或操作平台，
并应设置防护栏杆，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封闭。
7. 屋面作业时的安全防护要求 ：
（1）在坡度大于 1 ：2.2 的屋面上作业，当无外脚手架时，应在屋檐边设置不低
于 1.5m 高的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全封闭 ；
（2）在轻质型材等屋面上作业，应搭设临时走道板，不得在轻质型材上行走 ；安
装压型板前，应采取在梁下支设安全平网或搭设脚手架等安全防护措施。
8. 外墙作业时的安全防护要求 ：
（1）门窗作业时，应有防坠落措施，操作人员在无安全防护措施情况下，不得站
立在樘子、阳台栏板上作业 ；
（2）高处安装、不得使用座板式单人吊具。

第四节

操作平台与交叉作业

一、操作平台
在施工现场常搭设各种临时性的操作台或操作架，进行各种砌筑、装修和粉刷等
作业，一般来说，可在一定工期内用于承载物料，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操作的构架式平
台，称之为操作平台。操作平台制作前都要由专业技术人员按所用的材料，依照现行
的相应规范进行设计，计算书或图纸要编入施工组织设计，要在操作平台上显著地标
明它所允许的荷载值。使用时，操作人员和物料总重量不得超过设计的允许荷载，且
要配备专人监护。操作平台应具有必要的强度和稳定性，使用过程中，不得晃动。操
作平台有移动式操作平台和悬挑式钢平台两种。

（一）移动式操作平台
1. 移动式操作平台的面积不应超过 10 ㎡，高度不应超过 5m，高宽比不应大于 3:1，
施工荷载不应超过 1.5kN/ ㎡。
2. 移动式操作平台的轮子与平台架体连接应牢固，立柱底端离地面不得超过
80mm，行走轮和导向轮应配有制动器或刹车闸等固定措施。
3. 移动式行走轮的承载力不应小于 5kN，行走轮制动器的制动力矩不应小于
2.5N·m，移动式操作平台架体应保持垂直，不得弯曲变形，行走轮的制动器除在移
动情况外，均应保持制动状态。
4. 移动式操作平台在移动时，操作平台上不得站人。
5. 移动式操作平台的设计应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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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面图
图 10-4

（2）侧面图
移动式操作平台（单位：mm）

（二）落地式操作平台
1. 落地式操作平台构造要求
（1）落地式操作平台的面积不应超过 10 ㎡，高度不应超过 15m，高宽比不应大
于 2.5:1 ；
（2）施工平台的施工荷载不应超过 2.0kN/ ㎡，接料平台的施工荷载不应超过
3.0kN/ ㎡ ；
（3）落地式操作平台应独立设置，并应与建筑物进行刚性连接，不得与脚手架连接；
（4）用脚手架搭设落地式操作平台时其结构构造应符合相关脚手架规范的规定，
在立杆下部设置底座或垫板、纵向与横向扫地杆，在外立面设置剪刀撑或斜撑 ；
（5）落地式操作平台应从底层第一步水平杆起逐层设置连墙件且间隔不应大于
4m，同时应设置水平剪刀撑。连墙件应采用可承受拉力和压力的构造，并应与建筑
结构可靠连接 ；
（6）落地式操作平台的搭设材料及搭设技术要求、允许偏差应符合相关脚手架规
范的规定。
（7）落地式操作平台应按相关脚手架规范的规定计算受弯构件强度、连接扣件抗
滑承载力、立杆稳定性、连墙杆件强度与稳定性及连接强度、立杆地基承载力等。
（8）落地式操作平台一次搭设高度不应超过相邻连墙件以上两步。
（9）落地式操作平台的拆除应由上而下逐层进行，严禁上下同时作业，连墙件应
随工程施工进度逐层拆除。
2. 落地式操作平台检查与验收
（1）搭设操作平台的钢管和扣件应有产品合格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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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搭设前应对基础进行检查验收，搭设中应随施工进度按结构层对操作平台进
行检查验收 ；
（3）遇 10.8m/s（六级）以上大风、雷雨、大雪等恶劣天气及停用超过一个月恢复，
使用前应进行检查 ；
（4）操作平台使用中，应定期进行检查。

（三）悬挑式操作平台（图 10-5）
1.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连接固定
（1）悬挑式操作平台的搁置点、拉结点、支撑点应设置在主体结构上，且应可靠
连接 ；
（2）未经专项设计的临时设施上，不得设置悬挑式操作平台 ；
（3）悬挑式操作平台的结构应稳定可靠，且其承载力应符合使用要求。
2.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悬挑长度不宜大于 5m，承载力需经设计验收。
3. 采用斜拉方式的悬挑式操作平台应在平台两边各设置前后两道斜拉钢丝绳，每
一道均应作单独受力计算和设置。
4. 采用支承方式的悬挑式操作平台，应在钢平台的下方设置不少于两道的斜撑，
斜撑的一端应支承在钢平台主结构钢梁下，另一端支承在建筑物主体结构。（图 10-6）
5. 采用悬臂梁式的操作平台，应采用型钢制作悬挑梁或悬挑桁架，不得使用钢管，
其节点应是螺栓或焊接的刚性节点，不得采用扣件连接。当平台板上的主梁采用与主
体结构预埋件焊接时，预埋件、焊缝均应经设计计算，建筑主体结构需同时满足强度
要求。
6. 悬挑式操作平台安装吊运时应使用起重吊环，与建筑物连接固定时应使用承载
吊环。
7. 当悬挑式操作平台安装时，钢丝绳应采用专用的卡环连接，钢丝绳卡数量应与
钢丝绳直径相匹配，且不得少于 4 个。钢丝绳卡的连接方法应满足规范要求。建筑物
锐角利口周围系钢丝绳处应加衬软垫物。
8.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外侧应略高于内侧 ；外侧应安装固定的防护栏杆并应设置防
护挡板完全封闭。
9. 不得在悬挑式操作平台吊运、安装时上人。
10.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构造和设计应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 附录 C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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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图

侧面图

1—梁面预埋件；2—吊环；3—钢纹绳镶拼成环状；4—电焊连接；5—[10 与 [16 上口平；
6—两套卸甲连接；7—钢纹绳镶拼；8—钢纹绳（6×37Φ21.5）；9—栏杆与 [16 焊接；
10—每根钢丝用三只钢丝夹具（型号 YT-22)；11—花篮螺栓（00 型 3.0)；12—安全网；13—起重吊钩；
14—[20 槽钢；15、19—[12 槽钢；16、17—[16 槽钢；18—Φ25A3 钢吊环；20—10 厚钢板与 [20 焊接；
图 10-5

斜拉悬挑式操作平台

平面图侧面图
1. 梁面预埋件
图 10-6

2. 栏杆与 16 号槽钢焊接

3. 斜支撑

下支承方式的悬挑式操作平台

二、交叉作业
在施工现场上下不同层次同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交叉作业。上下立体交叉作
业中极易造成坠物伤人。因此，上下不同层次之间，往往上层做结构，下层做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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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施工常有重物吊装，堆放或运送。而装修则往往有人员在操作或走动，有时相当
频繁。所以前后左右方向必须有一段横向的安全隔离距离。此距离应该大于可能的坠
落半径。如果不能达到此安全间隔距离，就应该设置能防止坠落物伤害下方人员的防
护层。交叉作业中各有关工种的安全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
1. 施工现场立体交叉作业时，下层作业的位置，应处于坠落半径之外，坠落半径
见表 10-4 的规定，模板、脚手架等拆除作业应适当增大坠落半径。当达不到规定时，
应设置安全防护棚，下方应设置警戒隔离区。
表 10-4

坠落半径（m）

序号

上层作业高度

坠落半径

1

2≤h＜5

3

2

5 ≤ h ＜ 15

4

3

15 ≤ h ＜ 30

5

4

h≥5

6

2. 施工现场人员进出的通道口应搭设防护棚（图 10-7）。

a）侧立面图

b）正立面图
1 －密目网；
图 10-7

2 －竹笆或木板

通道口防护示意

3. 处于起重设备的起重机臂回转范围之内的通道，顶部应搭设防护棚。
4. 操作平台内侧通道的上下方应设置阻挡物体坠落的隔离防护措施。
5. 防护棚的顶棚使用竹笆或胶合板搭设时，应采用双层搭设，间距不应小于
700mm ；当使用木板时，可采用单层搭设，木板厚度不应小于 50mm，或可采用与木
板等强度的其它材料搭设。防护棚的长度应根据建筑物高度与可能坠落半径确定。
6. 当建筑物高度大于 24m、并采用木板搭设时，应搭设双层防护棚，两层防护棚
的间距不应小于 700mm。
7. 防护棚的架体构造（图 10-8）、搭设与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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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平网；2 －不小于 50 ㎜厚的木板；3 －型钢（间距不大于 1.5m）
图 10-8

悬挑式防护棚（单位：㎜）

8. 悬挑式防护棚悬挑杆的一端应与建筑物结构可靠连接，并应符合《建筑施工高
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第 6.4 节的规定。
9. 不得在防护棚棚顶堆放物料。

第五节

高处作业安全防护设施的验收

安全措施的检查与验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未亡羊补牢”的措施。安全
措施的检查，须按类别，有关规定，逐项查验。凡不合规定的设施，必须修整后方可
再行验收。施工期内，除定期抽检外，凡遇恶劣天气，也必须进行相关的检查。需要
注意的是，许多高处作业都需张挂安全网，所以对安全网的检查必须特别重视。
建筑施工进行高处作业之前，应进行安全防护设施的逐项检查和验收。验收合格
后，方可进行高处作业。验收也可分层进行，或分阶段进行。
安全防护设施，应由单位工程负责人主持验收，并组织项目总包、分包和监理等
有关人员参加。

一、安全防护设施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1. 防护栏杆立杆、横杆及挡脚板的设置、固定及其连接方式、锚固和紧固情况，
洞口等各类技术措施的设置状况 ；
2. 攀登与悬空作业时的上下通道、防护栏杆等各类设施的搭设 ；
·278·

第十章

高处作业

3. 操作平台及平台防护设施的搭设 ；
4. 防护棚的搭设 ；
5. 安全网的设置情况 ；
6. 安全防护设施构件、设备的性能与质量 ；
7. 防火设施的配备 ；
8. 各类设施所用的材料、配件的规格及材质 ；
9. 设施的节点构造及其与建筑物的固定情况，扣件和连接件的紧固程度。

二、安全防护设施的验收应按类别逐项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并应作出验收记录。
施工工期内还应定期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 高处作业检查评分表
的规定进行检查、评定，消除隐患。

三、各类安全防护设施，并应建立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和维修保养制度，
发现隐患应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四、安全防护设施验收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1. 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方案 ；
2. 安全防护用品用具产品合格证明 ；
3. 安全防护设施验收记录 ；
4. 预埋件隐蔽验收记录 ；
5. 安全防护设施变更记录及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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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

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安全帽 ；登高作业必须戴安全带 ；在建建筑物四周必须用绿
色的密目式安全网全封闭，这是多年来在建筑施工中对安全生产的规定。建筑工人称
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为救命“三宝”。目前，这三种防护用品都有产品标准。在
使用时，应选择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网》GB5725.《安全帽》GB2118.《安全带》
GB6095 规定的产品。

一、安全帽
对人头部受坠落物及其他特定因素引起的伤害起防护作用的帽。由帽壳、帽村、
下颏带、附件组成。普通安全帽质量不超过 430g ；防寒安全帽不超过 600g。
当前安全帽的产品种类很多，制作安全帽的材料有塑料、玻璃钢、铝合金等。无
论选择哪个种类的安全帽，它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1. 耐冲击。
将安全帽在 50℃及－ 10℃的温度下，或用水浸的三种情况下处理后，然后将
5kg 重的钢锤自 1m 高处自由落 R 冲击安全帽，最大冲击力不应超过 500kg（5000N
或 5kN），因为人体的颈椎只能承受 500kg 冲击力，超过时就易受伤害。
2. 耐穿透。
根据安全帽的不同材质可采用在 50℃及－ 10℃的温度下或用水浸三种方法处理
后，用 3kg 重的钢锥，自安全帽的上方 1m 的高处，自由落下，钢锥穿透安全帽，但
不能碰到头皮。这就要求，选择的安全帽，在戴帽的情况下，帽衬顶端与帽壳内面的
每一侧面的水平距离保持在 5 ～ 20mm。
3. 耐低温性能良好。
当在－ 10℃以下的气温中，帽的耐冲击和耐穿透性能不改变。
4. 侧向钢性能达到规范要求。

二、安全带
建筑施工中的攀登作业、独立悬空作业如搭设脚手架、吊装混凝土构件、钢构件
及设备等，都属于高空作业，操作人员都应佩戴安全带。安全带是高处作业人员预防
坠落伤亡的防护用品。
安全带应选用符合标准要求的合格产品。安全带的种类很多，目前施工现场常见
的是架子工悬挂单腰带式安全带和带通用型安全带。（图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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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0
1

5

3 4

6

7

40~50

500

2

1300-1500
1—大挂钩；2—安全绳；3—腰带卡子；4—箍
图 10-9

；5—护腰带；6—腰带；7—袋；

J1XY 架子工Ⅰ型悬挂单腰带安全带

安全带的使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安全带应高挂低用，防止摆动和碰撞 ；安全带上的各种部件不得任意拆掉。
2. 安全带使用两年以后，使用单位应按购进批量的大小，选择一定比例的数量作
一次抽检，用 80kg 的砂袋做自由落体试验，若破断不可继续使用，抽检的样带应更
换新的挂绳才能使用 ；如试验不合格，购进的这批安全带就应报废。
3. 安全带外观有破损或发现异味时，应立即更换。
4. 安全带使用 3 ～ 5 年即应报废。

三、安全网
1. 安全网的形式及性能。目前，建筑工地所使用的安全网，按形式及其作用可分
为平网和立网两种。由于这两种网使用中的受力情况不同，因此他们的规格、尺寸和
强度要求等也有所不同。
（1）平网 ：指其安装平面平行于水平面，主要用来承接人和物的坠落。
（2）立网 ：指其安装平面垂直于水平面，主要用来阻止人和物的坠落。
2. 安全网的构造和材料。安全网由网体、边绳、系绳和筋绳构成。网体由网绳编
结而成，具有菱形或方形的网目。编结物相邻两个绳结之间的距离称为网目尺寸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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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四周边缘上的网绳，称为边绳。安全网的尺寸（公称尺寸）即由边绳的尺寸而定 ；
把安全网固定在支撑物上的绳，称为系绳。此外，凡用于增加安全网强度的绳，则统
称为筋绳。
安全网的材料，要求其比重小、强度高、耐磨性好、延伸率大和耐久性较强。此
外还应有一定的耐气候性能，受潮受湿后其强度下降不太大。目前，安全网以化学纤
维为主要材料。同一张安全网上所有的网绳，都要采用同一材料，所有材料的湿干强
力比不得低于 75％。通常，多采用维纶和尼龙等合成化纤作网绳。丙纶由于性能不
稳定，禁止使用。此外，只要符合国际有关规定的要求，亦可采用棉、麻、棕等植物
材料做原料。不论用何种材料，每张安全平网的重量一般不宜超过 15kg，并要能承
受 800N 的冲击力。
3. 密目式安全网
现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 将“‘三宝’、
‘四口’防护检查评分表”改为“高
处作业检查评分表”，并新增移动式操作平台和悬挑式钢平台的检查内容及规定 ：
（1）在建工程外脚手架的外侧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网进行封闭 ；
（2）安全网的质量应符合规范要求。
（3）无外脚手架时，在楼层里将楼板、阳台等临边处用密目式安全网全封闭。
密目式安全网的规格有两种 ：ML1.8×6m 或 ML1.5×6m。1.8×6m 的密目网重
量大于或等于 3kg。密目式安全网的目数为≥ 2000 目 /100cm2 那些重量相同、小于
2000 目（眼）的密目网或者是 800 目的安全网 . 只能用于防风、治砂、遮阳和水产养
殖，如果用于建筑物或外脚手架的外侧，它的强度不足以防止人员或物体坠落。
当前，生产密目式安全网的厂家很多，品种也很多，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为了
能使用合格的密目式安全网，施工单位采购来以后，可以做现场试验，除外观、尺寸、
重量、目数等的检查以外，还要做以下两项试验 ：
①贯穿试验 ：将 1.8×6m 的安全网与地面成 30o 夹角放好，四边拉直固定。在网
中心的上方 3m 的地方，用一根 Φ48.3×3.6 的 5kg 重的钢管，自由落下（图 10-10），
网不贯穿即为合格，网贯穿即为不合格。

图 10-10

做贯穿试验必须使用 Φ48.3×3.6 的钢管，并将管口边的毛刺削平。钢管的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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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5mm 宽的一边道圆环，当 5kg 重的钢管坠落到与地面成 30o 角的安全网上时，其
贯穿力只通过钢管上的一小部分断面，作用在网面上，因为面积小贯穿力是很大的。
如果选用壁厚的钢管或直径大的钢管，因贯穿时的接触面积大，贯穿力都会减弱。
②冲击试验：即将密目式安全网水平放置，四边拉紧固定。在网中心上方 1.5m 处，
有一个 100kg 重的砂袋自由落下，网边撕裂的长度小于 200mm，即为合格。
用密目式安全网对在建工程外围及外脚手架的外侧全封闭，就使得施工现场从大
网眼的平网作水平防护的敞开式防护，用栏杆或小网眼立网作防护的半封闭式防护，
实现了全封闭式防护。这不仅为工人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也给城市的文明建
设增添一道风景线，既是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一个质的变化，也是安全生产工作的一
个飞跃。施工单位一定要选择符合上述要求的密目式安全网，决不应贪便宜而使用不
合格产品。

第七节

高处作业重大危险源控制及应急救援

高处作业必须要有高处作业重大危险源识别、控制清单，有具体的措施方案，专
人监控记录表，并作为安全管理资料存档。
1.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根据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程特点、
环境特征和危险等级制订。
2.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应急救援预案应对高处作业安全事故的风险特征进行安全技
术分析，对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应有预防技术措施。
3. 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
（1）高处作业潜在的风险及其类别、危险程度 ；
（2）发生紧急情况时应急救援组织机构与人员职责分工、权限 ；
（3）应急救援没备、器材、物资的配置、选择、使用方法和调用程序 ；为保持其
持续的适用性，对应急救援设备、器材、物资进行维护和定期检测的要求 ；
（4）应急救援技术措施的选择和采用 ；
（5）与企业内部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外部（政府、消防、救险、医疗等）相关单位
或部门的信息报告、联系方法 ；
（6）组织抢险急救、现场保护、人员撤离或疏散等活动的具体安排等。
4. 根据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对全体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培
训和交底，并组织专项应急救援演练 ；根据演练的结果对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适宜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评价、修改和完善。
定期组织专项应急救援演练是优化专项应急预案的依据，也是提高全体从业人员
应对生产安全事故反应能力的有效措施。应急救援预案的培训、演练、调整、再检验
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应急救援预案的最终确定可能是多次修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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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程安全管理
焊接工程安全基础知识

一、焊接基础知识
焊接是一种先进而高生产率的加工工艺，具有节约材料、工时和焊接性能好及使
用寿命长等优点。焊接不仅可以使金属材料形成永久性连接，也可以使某些非金属材
料达到永久性连接的目的，如玻璃焊接、塑料焊接等，但生产中主要是用于金属的焊接。

（一）现代焊接方法
焊接是通过加热或加压，或两者并用，用或不用填充材料，使工件达到原子结合
的一种加工方法。通常包括熔焊、压焊和钎焊等。现代焊接方法见图 11-1.

图 11-1

现代焊接方法分类

（二）焊接的特点如下 ：
1. 连接性能好。可以方便地将板材、型材或铸锻件根据需要进行组合焊接，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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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制造大型、特大型结构（如机车、桥梁、轮船、火箭等）有重要意义。同时，焊
接还可以将不同形状及尺寸（板厚、直径）甚至不同材料（异种材料）连接起来，从
而达到降低重量，节约材料，资源优化等目的。
2. 可以化大为小、以小拼大。在制造大型机件与结构件或复杂的机器零件时，可
以化大为小、化复杂为简单的方法准备坏料，用铸 - 焊、锻 - 焊联合工艺，用小型铸、
锻设备生产大或复杂零件。
3. 焊接结构刚度大，整体性好。同时又容易保证气密性及水密性，所以特别适合
制造高强度、大刚度的中空结构（如压力容器、管道、锅炉等）。
4. 焊接方法种类多，焊接工艺适应性广。焊接生产可适应不同要求及批量的生产。
另外，由于焊接规范参数的电信号容易控制，所以焊接自动化比较容易实现
5. 会产生焊接应力和变形，有可能削弱结构的承载能力，影响结构形状和尺寸精
度 ；焊缝中会存在一定数量的缺陷 ；焊接过程中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等。

（三）焊接的安全隐患
目前广泛应用于生产中的各种焊接与切割方法，在操作过程中 ：一是存在某些有
害因素。按有害因素的性质，可分为化学因素如 ：焊接烟尘、有毒气体等 ；物理因素
如 ：弧光、射线、高频电磁辐射、噪声、热辐射等，有可能会造成焊工尘肺、慢性中
毒、血液疾病、眼疾和皮肤病等职业病 ；二是焊工还需要与各种易燃易爆气体、压力
容器及电器设备等相接触，还有高空焊接作业及水下焊接等，在一定条件下会引起火
灾、爆炸、触电、烫伤、急性中毒和高处坠落等事故。另外，在焊接生产中由于焊接
结构设计不合理、设计强度不足、材料质量、焊接生产管理不规范、焊接工艺有缺陷、
焊工操作不规范、不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制度等，不仅严重地危害着焊接作业人员的安
全与健康，导致人员伤、亡，还会造成国家财产和生产的重大损失（图 11-2）。
焊接事故原因

施工不当
42%

设计不良
32%

材料质量
26%

在焊接破坏事故中，疲痨破坏占 61％ （腐蚀疲痨占 32％） ；脆性断裂占 15％；因焊
接裂纹引起的事故占 24％；有关调查表明，疲痨破坏由于设计不良引起的占 54％。显
然对于正确设计的焊接结构，采用恰当的施工工艺，不致于发生不应有的各种破坏事故。
图 11-2

焊接事故原因（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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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焊接事故案例
某钢铁厂桥式吊车梁在进行箱体的检修平台焊接和防护栏杆组装时，发生了爆炸。
箱体被爆开，一侧的箱体板完全掀开，巨大的冲击波把周围正在工作的有关人员掀倒，
造成了 9 死 6 伤的较大事故。

该爆炸事故原因查明，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为 ：起重机箱型梁内涂料与稀释剂的
挥发物与空气混合后形成爆炸性气体，遇焊接引起的高温、在吊装翻滚的工序中，没
有清理完而残存在箱体焊条头、铁块撞击箱体发生火花点燃气体发生爆炸。

二、电焊机常识
1. 交流电焊机
交流电焊机实际是一个结构特殊的降压变压器，空载电压为 60 ～ 80V，工作
电压为 30V ；功率 20 ～ 30kW，常用二次线电流为 50 ～ 500A ；电源电压 380V 或
220V。
2. 直流电焊机
老式直流电焊机是用一台三相电动机带动一台结构特殊的直流发电机，由于高能
耗目前多已淘汰。施工现场常见硅整流式直流电焊机是利用硅整流元件将交流电变为
直流电，焊机二次线空载电压为（50 ～ 80V）50 ～ 90V，工作电压为 30V，焊接电
流为 45 ～ 320A ；焊机功率为 12 ～ 30kW，电源电压 380V 或 220V。
3. 逆变电焊机
逆变电焊机工作过程是将三相或单相工频交流直接电整流，经滤波后得到一个较
平滑的直流电，由 IGB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组成的逆变电路将该直流电变为几十
KHZ 的交流电，经主变压器降压后，再经整流滤波获得平稳的直流输出焊接电流。
由于逆变工作频率很高，所以主变压器的铁心截面积和线圈匝数大大减少，逆变
焊机能够在微秒级的时间内对输出电流进行调整，所以就能实现焊接过程所要求的理
想控制过程，获得满意的焊接效果。
逆变焊机的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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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积小、重量轻，节省材料，携带、移动方便。
（2）高效节能，效率可达到 80%~90%，比传统焊机节电 1/3 以上。
（3）动特性好，引弧容易，电弧稳定，焊缝成形美观，飞溅小。
（4）适合于与机器人结合，组成自动焊接生产系统。
（5）可一机多用，完成多种焊接和切割过程。
缺点是设备复杂，维修需要较高技术。
逆变焊机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问世以来发展极快，在美、日等工业发达国家，
应用范围已相当广了。IGBT 逆变焊机是当今世界焊机技术的重大进步，发展的新潮流。
愈来愈广泛应用于各种弧焊方法、电阻焊、切割等工艺中。

三、气焊与气割常识
气焊是利用可燃气与氧气混合燃烧所产生的热量，对金属进行局部加热的一种使
金属连接的熔焊方法。气割是利用可燃气与氧气混合燃烧所产生的高温，使金属局部
溶化，再以高速喷射的氧气流吹去熔融金属，使金属断开。

（一）气焊与气割的原理
不管使用何种气源，气焊与气割的原理都是相同的，只是焊炬的构造和喷嘴稍有
不同。目前所用的可燃气体有乙炔和液化石油气，助燃气体为氧气。这些气体都是在
一定的压力下进行工作的，乙炔发生器、乙炔气瓶、液化石油气和氧气瓶均属压力容器。

（二）气源
1. 乙炔
乙炔气是无色的可燃气体。在常温常压下，乙炔的比重 1.1kg/m3，比空气轻自燃
点为 480℃，在空气中的着火温度为 428℃。乙炔与空气混合燃烧所产生的火焰温度
为 2350℃，与氧气混合燃烧所产生的温度为 3100 ～ 3300℃。
乙炔气毒性很弱，有轻度麻醉作用，但因其中含有磷化氢（PH3）、硫化氢（H2S）
和不完全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在通风不良时，长期接触可引起中毒。
2. 石油气
石油气是石油加工的副产品，含有丙烷（C3H8）占 50 ～ 80％、丁烷（C3H10）、
丙烯（C3H6）、丁烯（C4H8）和少量的乙烷（C2H6）、乙烯（C2H4）、戊烷（C5H12）等
碳氢化合物。在常温常压下，石油气是略带臭味的无色气体，比空气重，一旦外泄则
会聚集在地面或低洼处及与地面相通的电缆沟、暖气沟、下水道等处，且不易散失，
遇明火后会发生火灾和爆炸。
3. 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是在常温下将石油气加上 0.8 ～ 1.5MPa 的压力即变为液体，体积同
时缩小 250 ～ 350 倍，液化后便于装入钢瓶贮存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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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气本身对人体毒性很小，当空气中石油气的浓度大于 10％时，几分钟内就
会使人头脑发晕，不会造成中毒 ；但当其燃烧供氧不足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若室内
通风不良，一氧化碳聚集超过容许浓度会使人发生中毒或窒息。
4. 纯氧
纯氧是一种无色、无味、无毒的气体。其本身不会燃烧，但有很强的助燃作用，
是强氧化剂。用纯氧助燃可提高火焰温度。
压缩气态氧与矿物油、油脂类接触，会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大量的热，在常温下
会发生自燃。氧气几乎同所有的可燃气体和可燃蒸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而且有较宽
的爆炸极限范围。

（三）气瓶
气瓶是指在正常环境下（－ 40 ～ 60℃）可重复充气使用的，公称工作压力为
1.0 ～ 30MPa（表压），公称容积为 0.4 ～ 1000L 的盛装永久气体、液化气体或溶解气
体的移动式压力容器。
气瓶应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气瓶定期检查标准对气瓶进行定期检验。气瓶压
力表应灵敏正常。
1. 气瓶的分类
气瓶按工作压力分为高压气瓶和低压气瓶。高压气瓶的工作压力大于 8MPa，多
为 30、20、15.10.8MPa ；低压气瓶的工作压力小于 5MPa，多为 5.3.2.1.6.1MPa。
气瓶按容积（V，升）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容积气瓶的容积为 100L ＜ V ≤ 1000L；
中容积气瓶的容积为 12L ＜ V ≤ 100L ；小容积气瓶的容积为 0.4L ≤ V ≤ 12L。
按盛装介质的物理状态，气瓶可分为永久气体气瓶、液化气体气瓶和溶解乙炔气瓶。
2. 钢质气瓶的结构
我国目前使用的钢质气瓶中绝大部分是 40L 无缝钢瓶和容积较大的焊接钢质气瓶
两种。这些气瓶一般由瓶体、瓶阀、瓶帽、底座、防振圈组成。焊接钢瓶还有护罩。
（1）瓶体
40L 无缝气瓶的瓶体大多数用碳素钢坯经冲压、拉伸等方法制成。为了便于平衡
直立，其底部用热套方法加装筒状或四角状底座，其外形见图 11-3。

2

1

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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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瓶口；
2―瓶体；
3―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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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式气瓶外形如图 11-4 所示。这种气瓶的公称直径较大、承压较低。它由两
个封判断和一个简体组成，两头焊有大小护罩是为了保护钢瓶直立的需要，护罩上开
有吊孔。

5

4

3

1

2

5

6
7
8
9
10
1―瓶体；2―垫板；3―导管；4―封头；5―护罩；6、7―螺塞和螺塞座；8―瓶阀；9―阀座
图 11-4

焊接式气瓶构造

（2）瓶阀
瓶阀是气瓶的主要附件，用以控制气体的进出，因此要求气阀体积小，强度高、
气密性好、耐用可靠。它由阀体、阀杆、阀瓣、密封件、压紧螺母、手轮以及易熔合
金塞、爆破膜等组成，详见图 11-5。
8

9

7

10

6
11

5

12

14

4

13

3
2

15

16
1

1―阀体；2―封垫；3―螺盖；4―密封填料；5―压紧螺母；6―阀杆；7―弹簧；8―压帽；9―压簧盖；
10―手枪；11―封垫；12―套筒；13―阀瓣；14―带孔螺母；15―封垫；16―安全膜片
图 11-5

活瓣式瓶阀（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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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瓶帽
为了保护瓶阀免受损伤，瓶阀上必须佩戴合适的瓶帽。瓶帽用钢管、可锻铸铁或
球墨铸铁等材料制成。瓶帽上开有对称的排气孔，避免当瓶阀损坏时，气体由瓶帽一
侧排出产生反作用力推倒气瓶。
（4）防振圈
它是由橡胶或塑料制成的厚约 25 ～ 30mm 的弹性圆圈。每个气瓶上套两个，当
气瓶受到撞击时，能吸收能量，减轻振动并有保护瓶体标志和漆色不被磨损的作用。
3. 气瓶的漆色和标志
为了便于识别气瓶充填气体的种类和气瓶的压力范围，避免在充装、运输、使用
和定期检验时混淆而发生事故，国家对气瓶的漆色和字样作了明确的规定，详见表
11-1。
几种常见气瓶漆色

表 11-1

序号

气瓶名称

化学式

外表面颜色

字样

字样颜色

色环

1

氢

H2

深绿

氢

红

P ＝ 14.7MPa 不加色环
P ＝ 19.8MPa 黄色环一道
P ＝ 29.4MPa 黄色环二道

2

氧

02

天蓝

氧

黑

P ＝ 14.7MPa 不加色环
P ＝ 19.6MPa 白色环一道
P ＝ 29.4MPa 白色环二道

3

氨

NH3

黄

液氨

黑

4

氯

C12

草绿

液氯

白

5

空气

黑

空气

白

P ＝ 14.7MPa 不加色环

6

氮

N2

黑

氮

黄

P ＝ 19.6MPa 白色环一道
P ＝ 29.4MPa 白色环二道

7

硫化氢

H 2S

白

液化硫
化氢

红

8

二氧化碳

C02

铝白

液化二
氧化碳

黑

P ＝ 14.7MPa 不加色环
P ＝ 19.6MPa 黑色环一道

打在气瓶肩部的符号和数据钢印，叫气瓶标志。各种颜色、字样、数据和标志的
部位、字形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详见图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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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验单位代号；2. 检验日期；3. 下次检验日期；4. 报废印打法；5. 降压钢印打法；
6. 制造厂检验标记；7. 不包括腐蚀裕度在内的筒体壁厚（mm）；8. 设计压力（kg/cm2）；9. 气瓶编号；
10. 气瓶制造厂名称（或代号）；11. 实际质量；12. 实际容积（L）；13. 制造年月
图 11-6

气瓶钢印标记的顺序和位置

四、焊接工程施工易发生的事故类别
在焊接工程施工过程中容易发生的事故主要有以下几类 ：
1. 火灾和爆炸
焊接施工作业人员经常需要与可燃易爆危险物品接触，如乙炔、电石、压缩纯氧
等，在检修、焊补化工和燃料容器管道时，会接触到水蒸气或油蒸气、煤气、氢气等
可燃气；其次是需要接触压力容器和燃料容器，如氧气瓶、乙炔发生器、油罐和管道等；
再次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焊接采用明火，如气焊的火焰、电焊的电弧、焊接过程中熔渣
和火星的四处飞溅等。这就容易构成火灾和爆炸的条件，导致火灾和爆炸事故的发生。
2. 触电
焊接施工作业人员接触电的时间非常多，例如，更换焊条、调节焊接电流等带电
操作，当绝缘防护不好或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时，有可能发生触电伤亡事故。
3. 灼烫
在焊割火焰或电弧高温作用下，以及作业环境存在有易燃易爆危险品时，有可能
发生灼烫伤亡事故。焊接现场的调查情况表明，灼烫是焊接操作中常见工伤事故。
4. 急性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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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割过程会产生一些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氟化氢气体，氩弧焊会产生臭氧、
氮氧化物等，焊接有色金属铅、也会产生氧化铅等有毒的金属蒸气。当作业环境狭小，
如在锅炉、船舱或车间矮小而又通风不良的条件下作业，有害气体和金属蒸气的浓度
较高，有可能引起急性中毒事故。在检修焊补装盛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时，也可能发
生这类事故。
5. 高处坠落
在登高焊割作业时，如高层建筑、桥梁、石油化工设备的安装检修等，有可能发
生高处坠落伤亡事故。
6. 物体打击
移动或翻转笨重焊件、在金属结构或机器设备底下的仰焊操作、高空焊割作业下
方以及水下气割作业等，有可能发生物体打击事故。

第二节

焊接工程安全措施

一、预防触电事故的基本措施
1. 为了防止在电焊操作中人体触及带电体的触电事故，可采取绝缘、屏护、间隔、
空载自动断电和个人防护等安全措施。
绝缘不仅是保证电焊设备和线路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防止触电事故的重要
措施。橡胶、胶木、瓷、塑料、布等都是电焊设备和工具常用的绝缘材料。
屏护是采用遮拦、护罩、护盖、箱匣等，把带电体同外界隔绝开来。对于电焊设
备、工具和配电线路的带电部分，如果不便包以绝缘或绝缘不足以保证安全时，可以
用屏护措施。屏护用材料应当有足够的强度和良好的耐火性能。
隔离是防止人体触及焊机、电线等带电体 ；避免车辆及其他器具碰撞带电体 ；为
防止火灾在带电体与设备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焊机的空载自动断电保护装置和加强个人防护等，也都是防止人体触及带电体的
重要安全措施。
2. 为防止在电焊操作时人体触及意外带电体而发生触电事故，施工现场的电焊机
应采用保护接零、加设漏电保护器、电焊机空载自动断电保护装置等安全措施。

二、登高焊割作业安全措施
1. 登高焊割作业应根据作业高度及环境条件定出危险区范围。一般认为在地面
周围 10m 内为危险区，禁止在作业下方及危险区内存放可燃、易燃物品及停留人员。
在工作过程中应设有专人监护。作业现场必须备有消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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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高焊割作业人员必须戴好符合规定的安全帽，使用标准的防火安全带〔安全
带应符合现行《安全带》（GB6095）的要求〕，长度不超过 2m，穿防护胶鞋。安全带
应高挂低用，安全绳的挂钩应挂牢。
3. 登高焊割作业人员应使用符合安全要求的梯子。梯脚需包橡皮防滑，立梯工作
角度以 75o±5o 为宜，踏板上下间距以 30cm 为宜，上下端均应放置牢靠。折梯（人字梯）
使用时上部夹角以 35o ～ 45o 为宜，铰链必须牢固，并应有可靠的拉撑措施。不准两
人在同一梯子上作业。登高作业的平台应带有栏杆，事先应检查，不得使用有腐蚀或
机械损伤的木板或铁木混合板制作。平台要有一定宽度，以利焊接操作，平台不得大
于 1 ：3 的坡度，板面要钉防滑条。使用的安全网要张挺、结实，不准有破损。
4. 登高焊割作业所使用的工具、焊条等物品应装在工具袋内，应防止操作时落下
伤人。不得在高处向下投掷材料、物件或焊条头，以免砸伤、烫伤地面工作人员。
5. 登高焊割作业不得使用带有高频振荡器的焊接设备。登高作业时，禁止把焊接
电缆、气体胶管及钢丝绳等混绞在一起，或缠在焊工身上操作。在高处接近 1-10kV
高压线或裸导线排时，最小安全操作距离不得小于 6m ；在 1kV 以下的最小安全操作
距离不得小于 4m，否则必须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要求，
搭设防护架或停电，并经检查确无触电危险后，方可操作。
6. 登高焊割作业应设有监护人，密切注意焊工动态，遇有危险，可立即组织抢救。
7. 登高焊割作业结束后，应整理好工具及物件，防止坠落伤人。此外，还必须仔
细检查工作地及下方地面是否留有火种，确认无隐患后，方可离开现场。
8.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精神病、癫痫病者以及医生认为不宜登高作业的人员，
应禁止进行登高焊割作业。
9. 作业面 13.8m/s（六级）以上大风、雨、雪及雾等气候条件下，应禁止登高焊
割作业。
10. 酒后或安全条件不符合要求时，不能登高焊割作业。

三、防火防爆安全措施
1. 火灾过程特点
（1）酝酿期。可燃物在热的作用下蒸发析出气体、冒烟、阴燃。
（2）发展期。火苗蹿起，火势迅速扩大。
（3）全盛期。火焰包围整个可燃材料，可燃物全面着火，燃烧面积达到最大限度，
放出强大的辐射热，温度升高，气体对流加剧。
（4）衰灭期。可燃物质减少，火势逐渐衰落，终至熄灭。
2. 防火原则的基本要求
（1）严格控制火源 ；
（2）监视酝酿期特征 ；
（3）采用耐火建筑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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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阻止火焰的蔓延采取隔离措施 ；
（5）限制火灾可能发展的规模 ；
（6）组织训练消防队伍。
3. 爆炸过程特点
（1）可燃物与氧化剂的相互扩散，均匀混合而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到火源使然
爆开始。
（2）由于爆炸连续反应过程的发展，爆炸范围扩大，爆炸威力升级。
（3）完成化学反应，爆炸造成灾害性破坏。
4. 防爆原则的基本要求
根据爆炸过程特点，防爆应以阻止第一过程出现 ；限制第二过程发展 ；防护第三
过程危害为基本原则。
（1）防治爆炸混合物的形成 ；
（2）严格控制着火源 ；
（3）燃爆开始时及时泄出压力 ；
（4）切断爆炸传播途径 ；
（5）减弱爆炸压力和冲击波对人员、设备和建筑物的损坏。

四、预防中毒措施及急性中毒处理
1. 气焊气割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有毒气体、蒸汽和烟尘，会发生中毒事故。为预
防发生中毒事故，作业前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
（1）审核批准
焊接作业前根据工作的具体内容确定工作方案和安全措施，同时办理审批手续（如
动火审批、入罐作业审批等）。为保证安全措施得到落实，审批负责人要到现场检查
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2）安全隔绝
进入设备容器内进行焊接作业时，必须将作业场所与某些可能产生事故危险的因
素严格隔离开。切断设备容器与物料、有毒气体等部分的联系，以防止作业人员在容
器内工作时因阀门关闭不严或误操作而使有毒介质窜入设备容器内，造成中毒事故。
（3）置换通风
化工设备容器内部往往残存部分物料。对于一些有毒、特别是剧毒物质，即使残
留量很少，也可以致人于死亡，如氰化氢。所以，进入设备容器内进行焊接作业时，
必须先经过置换通风，并经取样分析合格后，再开始施焊。
（4）安全分析
设备容器经清洗置换，并在作业前 30min 内取样分析，合格（有毒物质浓度应符
合国家卫生标准，空气中氧含量保证为 19% ～ 22%）后可以进行焊接作业。但是需
要注意的是，随着工作的进行，又会有新的不安全因素出现。如设备容器内部由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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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使用，某些有毒物质往往会沉积或吸附在内壁上面，通过浸润、毛细管现象等
作用而积蓄在里面。虽然置换通风，也只能去除外表面的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
温度的变化，沉积在壁隙内的有毒物质就会散发出来，特别是在动火的情况下，更加
速了这种挥发。同时底部空间也容易形成缺氧环境，因此，安全分析工作并不仅仅是
在进入容器前 30min 进行一次，还要视具体情况确定次至数次。一般至少每隔 2h 分
析一次，如发现超标，应立即停止作业，人员迅速撤出。安全分析的结果只有在一定
的时间范围内，才是符合客观现实的真实数据。超出这个时间规定，安全分析的结果
便不能为正常安全作业提供可靠的依据。
（5）个人防护
进入设备容器内实施焊接作业，尽管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但仍会有一些不安全
因素无法排除干净或难以预料，特别是有些抢修任务焊接时间紧，工作条件更差，因
此，作业人员佩戴规定的防护用具是保护自身免遭危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6）专人监护
焊接人员进入设备容器内作业，由于存在中毒、窒息等危险因素，加之联系不便，
人员进出困难，一旦造成事故不易被人发现。因此，需要设专人在容器外进行监护，
并坚守岗位，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同时，要配备必要的救护设施（装备），以便及时
采取应急救护措施。
（7）应急救援
设备容器内，以及焊接切割输送有毒有害物料管道等作业情况复杂，各种意外事
故随时可能发生。所以要搞好应急救援措施，及时迅速准确地把受伤者从设备内或现
场救出，并进行急救。否则，由于抢救措施不力，贻误抢救时间就会加大事故损失。
应急救援措施一般分为现场抢救方案的制订和具体实施方案及所必须的各种人
员、物资器材等。
2. 发生急性中毒事故，抢救必须及时、果断、正确实施救护方案。事故发现者（监
护人），应立即发出报警信号，并通知有关指挥负责人。及时与医疗卫生机构（救护站）
取得联系，同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1）参加现场抢救的人员必须听从指挥，抢救时如需进入有毒气体环境（设备容
器内）或其污染区域，应首先做好自身防护，正确穿戴适宜、有效的防护器具，而后
实施救护。
（2）搬运中毒患者时，应使患者侧卧或仰卧，保持头部低位。抬离现场后必须放
在空气新鲜，温度适宜的通风处。患者意识丧失时，应除去口中的异物，呼吸停止时，
应采取人工呼吸等措施。
（3）尽快查明毒物性质和中毒原因，便于医护人员正确制定救护方案，防止事故
范围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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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焊接场地的安全检查
由于焊接场地不符合安全要求造成火灾、爆炸、触电等事故时有发生，破坏性和
危害性很大。要防患于未然，必须对焊接场地进行检查。焊接场地检查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
1. 检查焊接与切割作业点的设备、工具、材料是否排列整齐。
2. 检查焊接场地是否保持必要的通道。
3. 检查所有气焊胶管、焊接电缆线是否互相缠线，气瓶用后是否已移出工作场地。
4. 检查焊工作业面积是否足够，避免在潮湿环境作业，工作场地要有良好的自然
采光或局部照明。
5. 检查焊割场地周围 10m 范围内，各类可燃易燃物品是否清除干净。
对焊接切割场地检查要做到 ：仔细观察环境，针对各类情况，认真加强防护。

二、电焊设备安全使用一般规定
1. 焊接操作人员属特殊工种人员。须经主管部门培训、考核，掌握操作技能和有
关安全知识，发给操作证件。持证上岗作业。未经培训、考核合格者，不准上岗作业。
2. 电焊作业人员必须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和白色工作服，使用护目镜和面罩，
高空危险处作业，须挂安全带。施焊前检查焊把及线路是否绝缘良好，焊接完毕要拉
闸断电。
3. 焊接作业时须有灭火器材，应配有专人看火。施焊完毕后，要留有充分的时间
观察，确认无引火点后，方可离去。
4. 焊工在金属容器内、地下、地沟或狭窄、潮湿等处施焊时，要设监护人员。其
监护人必须认真负责，坚守工作岗位，且熟知焊接操作规程和应急抢救方法。需要照
明的其电源电压应不高于 12V。
5. 夜间工作或在黑暗处施焊应有足够的照明 ；在车间或容器内操作要有通风换气
或消烟设备。
6. 焊接压力容器和管道，需持有压力容器焊接操作合格证。
7. 施工现场焊、割作业须执行“用火证制度”，并要切实做到用火有措施，灭火
有准备。施焊时有专人看火 ；施焊完毕后，要留有充分时间观察，确认无复燃的危险
后，方可离去。
（1）焊接（切割）前，应先进行动火审查，确认焊接（切割）现场防火措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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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应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和安全防护用品，落实监护人员后，开具动火证。
（2）电焊机在接入电网时须注意电压应与铭牌规定相符，焊接设备应有完整的防
护外壳，一、二次接线柱处应有保护罩。
（3）现场使用的电焊机应放置在干燥和通风的地方，并应设有防雨、防潮、防晒、
防砸的措施。
（4）焊割现场及高空焊割作业下方，严禁堆放油类、木材、氧气瓶、乙炔瓶、保
温材料等易燃、易爆物品。
（5）电焊机绝缘电阻不得小于 0.5MΩ，电焊机导线绝缘电阻不得小于 1MΩ，应
使用 500V 绝缘电阻测定仪测量。TN 系统供电的施工现场的所有交、直流电焊机的
金属外壳，都必须采取保护接零，接零线不得串联连接，每台焊机应设独立的接零线
直接由其开关箱接入，其与开关箱 PE 端子保持可靠良好电气连接 ；使用 TT 系统供
电的电焊机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4Ω，多台焊机的接地线不得串联连接。
（6）电焊机导线和接地线不得搭在易燃、易爆、带有热源或有油的物品上 ；不得
利用建（构）筑物的金属结构、管道、轨道或其他金属物体，搭接起来，形成焊接回
路，并不得将电焊机和工件双重接地或接零 ；严禁使用氧气、天然气等易燃易爆气体
管道作为接地装置。
（7）电焊机的一次侧电源线长度一般为 2 ～ 3 米，不应大于 5m ；二次线应采用
防水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电缆长度一般为 20 ～ 30 米，接头不得超过 3 个，并应双
线到位。当需要加长导线时，应相应增加导线的截面积。当导线通过道路时，应架高，
或穿入防护管内埋设在地下 ；当通过轨道时，应从轨道下面通过。当导线绝缘受损或
断股时，应立即更换。
（8）电焊钳应有良好的绝缘和隔热能力。电焊钳握柄应绝缘良好，握柄与导线连
接应牢靠，连接处应采用绝缘布包好。操作人员不得用胳膊夹持电焊钳，并不得在水
中冷却电焊钳。
（9）对承压状态的压力容器和装有剧毒、易燃、易爆物品的容器，严禁进行焊接
或切割作业。
（10）当需焊割受压容器、密闭容器、粘有可燃气体和溶液的工件时，应先消除
容器及管道内压力，清除可燃气体和溶液，并冲洗有毒、有害、易燃物质 ；对存有残
余油脂的容器，宜用蒸汽、碱水冲洗，打开盖口，并确认容器清洗干净后，应灌满清
水后进行焊割。
（11）在容器内和管道内焊割时，应采取防止触电、中毒和窒息的措施。焊、割
密闭容器时，应留出气孔，必要时应在进、出气口处装设通风设备 ；容器内照明电压
不得超过 12V ；容器外应有专人监护。
（12）焊割铜、铝、锌、锡等有色金属时，应通风良好，焊割人员应戴防毒面罩
或采取其他防毒措施。
（13）当预热焊件温度达 150℃ -700℃时，应设挡板隔离焊件发出的辐射热，焊
接人员应穿戴隔热的石棉服装和鞋、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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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雨雪天不得在露天电焊。在潮湿地带作业时，应铺设绝缘物品，操作人员
应穿绝缘鞋。
（15）电焊机应按额定焊接电流和暂载率操作，并应控制电焊机的温升。
（16）当清除焊渣时，应戴防护眼镜，头部应避开焊渣飞溅方向。
（17）交流电焊机应安装防二次侧触电保护装置。
（18）当多台焊机在同一场地作业时，相互间距不应小于 600mm，应逐台启动，
并应使三相负载保持平衡。

三、焊接设备使用安全管理
1. 对焊机
（1）对焊机应安置在室内或防雨的工棚内，并应有可靠的接地或接零。当多台对
焊机并列安装时，相互间距不得小于 3m，并应分别接在不同相位的电网上，分别设
置各自的开关箱。
（2）焊接前，应检查并确认对焊机的压力机构应灵活，夹具应牢固，气压、液压
系统不得有泄漏。
（3）焊接前，应根据所焊接钢筋的截面，调整二次电压，不得焊接超过对焊机规
定直径的钢筋。
（4）断路器的接触点、电极应定期光磨，二次电路连接螺栓应定期紧固。冷却水
温度不得超过 40℃ ；排水量应根据温度调节。
（5）焊接较长钢筋时，应设置托架。
（6）闪光区应设挡板，与焊接无关的人员不得入内。
（7）冬期施焊时，温度不应低于 8℃。作业后，应放尽机内冷却水。
2. 竖向钢筋电渣压力焊机
（1）应根据施焊钢筋直径选择具有足够输出电流的电焊机。电源电缆和控制电缆
连接应正确、牢固。焊机及控制箱的外壳应接地或接零。
（2）作业前，应检查供电电压并确认正常，当一次电压降大于 8% 时，不宜焊接。
焊接导线长度不得大于 30m。
（3）作业前，应检查并确认控制电路正常，定时应准确，误差不得大于 5％，机
具的传动系统、夹装系统及焊钳的转动部分应灵活自如，焊剂应已干燥，所需附件应
齐全。
（4）作业前，应按所焊钢筋的直径，根据参数表，标定好所需的电流和时间。
（5）起弧前，上下钢筋应对齐，钢筋端头应接触良好。对锈蚀或粘有水泥等杂物
的钢筋，应在焊接前用钢丝刷清除，并保证导电良好。
（6）每个接头焊完后，应停留 5min ～ 6min 保温，寒冷季节应适当延长保温时间。
焊渣应在完全冷却后清除。
3. 气瓶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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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止气瓶受热
使用中的气瓶不应放在烈日下暴晒，不要靠近火源及高温区，距明火不应小于
10m ；不得用高压蒸汽直接喷吹气瓶 ；禁止用热水解冻及明火烘烤，严禁用温度超过
40℃的热源对气瓶加热。
（2）正确操作
气瓶立放时应采取防止倾倒的措施 ；开阀时要慢慢开启，防止附件升压过快产生
高温 ；对可燃气体的气瓶，不能用钢制工具等敲击钢瓶，防止产生火花 ；氧气瓶的瓶
阀及其附件不得沾油脂，手或手套上沾有油污后，不得操作氧气瓶。
（3）气瓶使用到最后应留有余气，以防止混入其他气体或杂质而造成事故。
气瓶用于有可能产生回流（倒灌）的场合，必须有防止倒灌的装置，如单向阀、
止回阀、缓冲罐等。液化石油气气瓶内的残余油气，应在有安全措施的设施上回收，
不得自行处理。
（4）加强气瓶的维护。
气瓶外壁油漆层既能防腐，又是识别的标志，以防止误用和混装，要保持好漆面
的完事和标志的清晰。瓶内混进水分会加速气瓶内壁的腐蚀，气瓶在充装前一定要对
气瓶进行干燥处理。
（5）气瓶使用单位不得自行改变充装气体的品种、擅自更换气瓶的颜色标志。
确实需要更换时应提出申请，由气瓶检验单位负责对气瓶进行改装。负责改装的
单位应根据气瓶制造钢印标志和安全状况，确定气瓶是否适合于所要换装的气体。改
装时，应对气瓶的内部进行彻底清理、检验，打检钢印和涂检验标志，换装相应的附
件，更换改装气体的字样、色环和颜任。
4. 乙炔瓶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乙炔瓶在使用、运输和储存时，环境温度一般不得超过 40℃ ；超过时，应
采取有效的降温措施。禁止敲击、碰撞。瓶阀应戴安全帽储运。瓶体要有防振圈，应
轻装轻卸，防止因剧烈振动和撞击引起爆炸。
（2）不得靠近热源和在阳光下暴晒，不得靠近电器设备 ；与明火的距离一般不小
于 10m（高空作业时，应是与垂直地面处的平行距离）。
（3）瓶阀冻结，严禁敲击和火焰加热，只可用 40℃以下热水或蒸汽加热瓶阀解冻，
不许用热水或蒸汽加热瓶体。
（4）严禁放置在通风不良及有放射性射线的场所，且不得放在橡胶等绝缘体上。
（5）使用时要注意固定，防止倾倒，严禁卧放使用。
（6）必须装设专用的减压器、回火防止器。开启时，操作者应站在阀口的侧后方，
动作要轻缓。使用压力不得超过 0.15MPa，输气流速不应超过 1.5 ～ 2.0m3/ 时·瓶。
（7）严禁铜、银、汞等及其制品与乙炔接触，必须使用铜和金器具时，合金含铜
量低于 70％。
（8）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必须留有 0.1 ～ 0.2MPa 的余压。
（9）在使用乙炔瓶的现场，乙炔瓶储存量一般不得超过 5 瓶 ；超过 5 瓶但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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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瓶，应在现场或车间内用非燃烧体或难燃烧体墙隔成单独的储存间，应有一面靠
外墙 ；超过 20 瓶，应设置乙炔瓶库 ；储存量不超过 40 瓶的乙炔瓶库，可与耐火等级
不低于二级的生产厂房毗连建造，其毗连的墙应是无门、窗和洞的防火墙并严禁任何
管线穿过。
（10）储存间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距离，不得小于 15m，且不应设在地下室
或半地下室内。储存间应有良好的通风、降温等设施，要避免阳光直射，要保证运
输道路通畅，在其附近应设有消火栓和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严禁使用四氯化碳
灭火器）。
（11）乙炔瓶储存时，一般要保持直立位置，并应有防止倾倒的措施。
（12）严禁与氧气瓶、氯气瓶及易燃物品同间储存。储存间应有专人管理，在醒
目的地方应设置“乙炔危险”、“严禁烟火”的标志。
5. 石油气瓶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运输和储存时，环境温度不得高于 60℃。
（2）严禁受日光暴晒或靠近高温热源 ；与明火距离不小于 10m。
（3）点火时要先点燃引火物，然后开启气阀 ；勿颠倒次序 ；
（4）气瓶只许正立使用，严禁卧放、倒置使用。禁止剧烈振动和撞击。
（5）须装专用减压器，使用耐油性强的橡胶导管和衬垫。
（6）防止因腐蚀作用而引起漏气。
（7）瓶内气体严禁用尽，必须留有 0.1MPa 以上的压力。
（8）瓶内残液严禁倾倒，防止大量挥发，造成火灾或爆炸事故。
（9）使用石油气的车间和贮存气瓶的库房，室内地面应平整，严禁有与外界相通
的地沟、电缆沟和管道孔洞，以防石油气窜入。地面集水口须有水封措施。
（10）使用石油气的车间和贮存气瓶的库房，应通风良好，并加强低处通风。
（11）一旦发现石油气泄漏，要严禁一切明火并且避免可能的金属碰撞和电器火花。
应立即打开门窗，进行自然通风扩散，并且注意低洼处是否仍有石油气聚集。
（12）石油气瓶的使用环境温度在 20％为宜，冬季使用为保证气化速度，气瓶宜
放在采暖的车间内，气瓶严禁火烤和沸水加热，只可用 40℃以下温水加热。也可以
采用将几个气瓶并联，以保证用气量。
（13）因用气量较大，而气化速度不足以满足需要时，可加用气化器。气化器中
通入热水不得超过 45℃。当气化器热源中断应及时将液相截门关闭。
6. 氧气瓶在使用、运输和贮存时应注意的问题
（1）气焊与气割用的压缩纯氧是强氧化剂、矿物油、油脂或细微分散的可燃物质
严禁与压缩纯氧接触 ；操作时严禁用沾有油脂的工具、手套接触瓶阀、减压器 ；一旦
被油脂类污染，应及时用二氯化烷或四氯化碳去油擦净。氧气瓶安装减压器时，应先
检查阀门接头，并略开氧气瓶阀门吹除污垢，然后安装减压器。现场使用的不同种类
气瓶应装有不同的减压器，未安装减压器的氧气瓶不得使用。
（2）环境温度不得超过 60℃ ；严禁受日光暴晒，作业时，乙炔瓶与氧气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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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不得少于 5m，气瓶与明火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 10m。并不得靠近热源和电器
设备。
（3）应避免受到剧烈振动和冲击，严禁从高处滑下或在地面上滚动。禁止用起重
设备的吊索直接拴挂气瓶。
（4）使用前应检查瓶阀、接管螺纹、减压器及胶管是否完好。发现瓶体、瓶阀有
问题，要及时报告。
（5）禁止带压拧动瓶阀阀体。检查气密性时，应用肥皂水。严禁使用明火试验。
（6）不得手掌满握手柄开启瓶阀，且开启速度要缓慢 ；开启瓶阀时，人应在瓶体
一侧且人体和面部应避开出气口及减压器的表盘。
（7）减压器与瓶阀连接的螺扣要拧紧，并不少于 4 ～ 5 扣。
（8）冬季瓶阀冻结时，可用 40℃以下热水或蒸汽加热解冻，严禁敲击和火焰加热。
（9）开启氧气瓶阀门时，应采用专用工具，动作应缓慢。氧气瓶中的氧气不得全
部用尽，应留 0.1MPa 以上的剩余压力。关闭氧气瓶阀门时，应先松开减压器的活门
螺栓。
（10）使用时要注意固定，防止滚动、倾倒 ；不宜平卧使用，应将瓶阀一端垫高
或直立。
（11）氧气瓶严禁用于通风换气，严禁用于气动工具的动力气源，严禁用于吹扫
容器、设备和各种管道。
（12）氧气瓶应与其他气瓶、油脂等易燃、易爆物品分开存放，必须保证规定的
安全间隔距离。运输时，氧气瓶应装有防振圈和安全帽。严禁与乙炔等可燃气体的气
瓶混放一起或同车运输，瓶体要装防振圈，应轻装轻卸，避免受到剧烈振动和撞击，
以防止因气体膨胀而发生爆炸。
（13）氧气瓶储存处周围 10m 内，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和动用明火。同一储存
间严禁存放其他可燃气瓶和油脂类物品。氧气瓶应码放整齐，直立放置时，要有护栏
和支架，以防倾倒。
7. 焊炬与割炬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焊炬和割炬上装接的可燃气与氧气胶管严禁颠倒位置和混用。
（根据 GB/T2550 最新标准规定 ：氧气管为蓝色，乙炔管为黑色）
（1）乙炔钢瓶使用时，应设有防止回火的安全装置 ；同时使用两种气体作业时，
不同气瓶都应安装单向阀，防止气体相互倒灌。
（2）点火前，应先将胶管内和中压乙炔发生器内留存的空气排净，再正式点火使
用。当火焰色泽为深黄且燃烧恒稳时，说明空气已排净。操作者不得正对气瓶阀门出
气口，不得用明火检验是否漏气。
（3）点火前，应检查焊、割炬的射吸性能。方法和操作顺序是 ：连接氧气胶管，
打开乙炔阀门，打开氧气阀门，用手指堵在乙炔气进口处。若感到有一定的吸力，表
明性能正常。否则为不正常，需进行检查修理。点火时，焊枪口不得对人。正在燃烧
的焊枪不得放在工件或地面上。焊枪带有乙炔和氧气时，不得放在金属容器内，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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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气体逸出，发生爆燃事故。
（4）点火前，应检查焊、割炬的气密性。方法是将各阀门和连接点涂抹肥皂水，
或浸入清水中，将已接通的氧气和可燃气阀门开启进行观察。若有跑漏现象，需修好
再用。
（5）点燃焊（割）炬时，点火时应先开氧气阀，再开乙炔阀调整火焰。也可先开
乙炔阀点火，再开氧气阀调整火焰，这样可防止点火时的回火和鸣爆，缺点是稍有烟
灰，影响卫生。氢氧并用时，应先开乙炔气，再开氢气，最后开氧气，再点燃。灭火
时，应先关氧气，再关氢气，最后关乙炔气。
（6）操作时，氢气瓶、乙炔瓶应直立放置，且应安放稳固。停用时，应先关乙炔
气阀门，后关氧气阀门。
（7）当气焊发生回火时，应立即关闭乙炔调节阀，再关闭氧气调节阀。当气割遇
到回火时，应先关闭切割氧调节阀，然后再关闭乙炔和氧气调节阀。作业中，发现氧
气瓶阀门失灵或损坏不能关闭时，应让瓶内的氧气自动放尽后，再进行拆卸修理。
（8）点燃的焊、割炬严禁靠近可燃气瓶、乙炔发生器和氧气瓶 ；严禁随意放在地
上或工件上。
（9）焊、割炬的喷嘴发生堵塞时，应停止操作。将其拆下，用捅针从内向外疏通。
（10）点燃的焊、割炬其喷嘴不得与金属物件正面接触，否则易造成回火。
（11）作业中，当氧气软管着火时，不得折弯软管断气，应迅速关闭氧气阀门，
停止供氧。当乙炔软管着火时，应先关熄炬火，可弯折前面一段软管将火熄灭。
（12）停止使用时，严禁将焊、割炬与气源相通放在工具箱和容器等空气不流通
的地方。工作完毕，应将氧气瓶、乙炔瓶气阀关好，拧上安全罩，检查操作场地，确
认无着火危险，方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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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施工是指工程建设中按照季节的特点进行相应的建设，考虑到自然环境所
具有的不利于施工的因素存在，应该采取措施来避开或者减弱其不利影响，从而保证
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费用、施工安全等各项均达到设计或者规范要求。
我省滇西北以及滇东北高原每年冬季有长达 3 个月以上的寒冷期，局部地区会出
现大雪封山。
受青藏高原和印度洋暖流的影响，每年有长达 4 个月以上的雨季，暴雨致滑坡泥
石流骤发、频发，伴有大风、多云、多雾、多雷暴天气 ；雷电活动频繁，我省南、北
局部地区和高海拔地区，年平均雷暴日数在 100 天以上，居全国年平均雷暴日数最高
的两个省区之一。
高原高海拔地区紫外线辐射强烈，气候垂直变化，干热河谷地区，高温季节干燥
闷热。
这些季节的不良天气现象，给工程的建设进度和质量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也是
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时期。
例如，在雨季容易造成各类房屋、墙体、土方坍塌等恶性事故以及山洪、滑坡、
泥石流等气象地质水文灾害。因此，应当按照作业条件针对不同季节的施工特点，制
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做好相关安全防护，防止事故的发生。
在我省工程建设中，季节性施工主要指高海拔气候垂直变化、干热河谷及雨期和
冬期的施工。雨季施工 ：工程在雨季修建，需要采取防雨措施，冬季施工 ：工程在低
温季（日平均气温低于 5℃或最低气温低于 -3℃）修建，需要采取防冻保暖措施，台
风季节施工：指的是工程在台风比较频繁季修建，需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夏季施工：
指的是工程在高温季修建，需要采取一定的温控措施以保证施工质量要因地、因季节
而异。另外，高海拔紫外线辐射强烈也应对人员、设备加强防护以保证施工质量。

第一节

雨期施工安全管理

雨期施工，应当采取措施防雨、防雷击，组织好排水。同时，注意做好防止触电
和坑槽坍塌，沿河流域的工地做好防洪准备，傍山或河谷的施工现场做好防滑坡塌方，
防洪排水措施，脚手架、塔机等应做好防强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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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雨期施工的气象知识
1. 雨量
雨量是用积水的高度来表示的，即假定所下的雨既不流到别处，又不蒸发，也不
渗到土里，其所积累的高度。一天雨量的多少称为降水强度。降水强度的划分按照降
水强度的大小划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等 6 个等级。降雨等级见表 13-1。
降雨等级表
降雨等级

现象描述

小雨

表 12-1
降雨量范围（mm）
一天总量

半天总量

雨能使地面潮湿，但不泥泞

1 ～ 10

0.2 ～ 5.0

中雨

雨降到屋面上有淅淅声，凹地积水

10 ～ 25

5.1 ～ 15

大雨

降雨如倾盆，落地四溅，平地积水

25 ～ 50

15.1 ～ 30

暴雨

降雨比大雨还猛，能造成山洪暴发

50 ～ 100

30.1 ～ 70

大暴雨

降雨比暴雨还大，或时间长，能造成洪涝灾害

100 ～ 200

70.1 ～ 140

特大暴雨

降雨比大暴雨还大，能造成洪涝灾害

＞ 200

＞ 140

2. 风级
风通常用风向和风速（风力和风级）来表示。风速是指气流在单位时间内移动的
距离，用米 / 秒（m/s）表示。英国人弗朗西斯·蒲福在 1806 年对风进行分级，用以
表达风力大小。根据风对地面物体或海面的影响程度，按强弱将风力划分为 0 到 12，
共 13 个等级，即目前世界气象组织所建议的分级，也是我国天气预报用以表达风力
强弱的标准，见表 13-2。
后来到 20 世纪 50 年代，人类的测风仪器的发展使人们发现自然界的风力实际可
以大大地超过 12 级，于是就把风力划分扩展到 17 级，即总共 18 个等级，对应的相
当风速：12 级台风为 32.7 ～ 36.9m/s、13 级为 37.0 ～ 41.4m/s、14 级为 41.5 ～ 46.1m/s、
15 级为 46.2 ～ 50.9m/s、16 级为 51.0 ～ 56.0m/s、17 级为大于 56.1m/s。
风级表
风力名称

表 12-2

海岸及陆地面象征标准
相当风速（m/s）

风级

概况

陆地

0

无风

静，烟直上

1

软风

烟能表示方向，但风向不能转动

渔船不动

0.3 ～ 1.5

2

轻风

人面感觉有风，树叶微响，寻常的风
向标转动

渔船张帆时，可随风移动

1.6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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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及陆地面象征标准
相当风速（m/s）

风级

概况

陆地

海岸

3

微风

树叶及微枝摇动不息，旌旗展开

渔船渐觉簸动

3.4 ～ 5.4

4

和风

能吹起地面灰尘和纸张，树的小枝摇
动

渔船满帆时，倾于一方

5.5 ～ 7.9

5

清风

小树摇摆

水面起波

8.0 ～ 10.7

6

强风

大树枝摇动，电线呼呼有声，举伞有
困难

渔船加倍缩帆，捕鱼注意
危险

10.8 ～ 13.8

7

疾风

大树摇动，迎风步行感觉不便

渔船停息港中，去海外下
锚

13.9 ～ 17.1

8

大风

树枝折断，迎风行走阻力很大

近港渔船均停留不出

17.2 ～ 20.7

9

烈风

烟囱及平方顶受到破坏

汽船航行困难

20.8 ～ 24.4

10

狂风

陆上少见，可拔树毁屋

汽船航行颇危险

24.5 ～ 28.4

11

暴风

陆上很少见，有则必受重大损坏

汽船遇之极危险

28.5 ～ 32.6

12

飓风

陆上绝少，其摧毁力极大

海浪滔天

＞ 32.6

需要指出的是，气象预报的风力等级，是离地面 10 米高度测量的每 10 分钟风速
的平均值确定的。而同一地方、同一时间风速随高度增加而增大，由 10 米到 100 米，
风速大约增加 2 倍，风压增加 4 倍。因此，对于施工现场高耸的脚手架和垂直运输机
械，10 米高度的风压不能代表其所在实际高度所承受风荷载。用风力等级规定作业
条件不能保证施工安全，是不正确的。《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GB5144 规定，起重臂
根部铰点高度大于 50m 的塔机，应配备风速仪。当风速大于工作极限风速时，应能
发出停止作业的警报。风速仪应设在塔机顶部的不挡风处。
昆明地区春季曾经记录过 32m/s 以上的暴风。
目前，一些厂家在其设备使用说明书中，也明确规定安装、拆卸时工作风速的极
限值，工作风速的极限值，不允许超过规定极限风速作业，以保证风荷载不超过设计值。
风荷载应结合施工现场临时结构如脚手架等的使用工况，采用不低于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规定的 10 年一遇的风荷载标准值 ；对风敏感的临
时结构，宜采用不低于 30 年一遇风荷载标准值 ；当采用不同重现期风荷载标准时，
基本风压相对于 50 年一遇风荷载标准值的调整系数 μ，应按表 13-3 采用，且调整
后基本风压不应小于 0.20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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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风压相对于 50 年一遇风荷载标准值的调整系数 μ

表 12-3

重现期（年）

100

50

40

30

20

10

μ

1.10

1.00

0.97

0.93

0.87

0.77

二、雨期施工的准备工作
由于雨期（汛期）施工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大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具有突然性，
因此应认真编制好雨期（汛期）施工的安全技术措施，做好雨期（汛期）施工的各项
准备工作。
1. 合理组织施工
根据雨期施工的特点，安排好雨期施工项目，编制雨期施工技术措施，将不宜在
雨期施工的工程提早或延后安排，对必须在雨期施工的工程制定有效的措施。晴天抓
紧室外作业，雨天安排室内工作。注意天气预报，做好防汛准备。遇到大雨、大雾、
雷击和 6 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 . 应当停止进行露天高处、起重吊装和打桩等作业。
暑期作业应当调整作息时间，从事高温作业的场所应当采取通风和降温措施。
2. 做好施工现场的排水
（1）施工现场应按标准实现现场硬化处理。
（2）根据施工总平面图、排水总平面图，利用自然地形确定排水方向，按规定坡
度挖好排水沟，确保施工工地排水畅通。
（3）应严格按防汛要求，设置连续、通畅的排水设施和其他应急设施，防止泥浆、
污水、废水外流或堵塞下水道和排水河沟。
（4）若施工现场临近高地，应在高地的边缘（现场的上侧）挖好截水沟，防止洪
水冲入现场。
（5）雨期前应做好傍山的施工现场边缘的危石处理，防止滑坡、塌方威胁工地。
（6）雨期应设专人负责，及时疏通排水系统，确保施工现场排水畅通。
3. 运输道路
（1）临时道路应起拱 5‰，两侧做宽 300mm、深 200mm 的排水沟。
（2）对路基易受冲刷部分，应铺石块、焦渣、砾石等渗水防滑材料，或者设涵管
排泄，保证路基的稳固。
（3）雨期应指定专人负责维修路面，对路面不平或积水处应及时修好。
（4）场区内主要道路应当硬化。
4. 临时设施
施工现场的大型临时设施，在雨期前应整修加固完毕，应保证不漏、不塌、不倒，
周围不积水，严防水冲入设施内。选址要合理，避开滑坡、泥石流、山洪、坍塌等灾
害地段。
5.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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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安全防护，检查加固边坡，预防雨天塌方 ；检查供电网路、防漏电、触电，
做好脚手架防滑、加固等措施。

三、分部分项工程雨期施工
1. 土方与地基基础工程的雨期施工
雨期（汛期）土方与地基基础工程的施工应采取措施重点防止各种坍塌事故。
（1）坑、沟边上部不得堆积过多的材料，雨期前应清除沟边多余的弃土，减轻坡
顶压力。
（2）雨期开挖基坑（槽、沟）时应注意边坡稳定，在建筑物四周做好截水沟或挡
水堤，严防场内雨水倒灌，防止塌方。
（3）雨期雨水不断向土壤内部渗透，土壤因含水量增大，粘聚力急剧下降，土壤
抗剪强度降低，易造成土方塌方。所以，凡雨水量大、持续时间长、地面土壤已饱和
的情况下，要及早加强对边坡坡角、支撑等的处理。
（4）土方应集中堆放并堆置于坑边 3m 以外 ；堆放高度不得过高，不得靠近围墙、
临时建筑 ；严禁使用围墙、临时建筑作为挡土墙堆放 ；若坑外有机械行驶应距槽边
5m 以外，手推车应距槽边 1m 以外。
（5）雨后应及时对坑槽沟边坡和固壁支撑结构进行检查，深基坑应当派专人进行
认真测量、观察边坡情况，如果发现边坡有裂缝、疏松、支撑结构折断、走动等危险
征兆应当立即采取措施。
（6）雨期施工中遇到气候突变，发生暴雨、水位暴涨、山洪暴发或因雨发生坡道
打滑等情况时应当停止土石方机械作业施工。
（7）雷雨天气不得露天进行电力爆破土石方，如中途遇到雷电时应当迅速将雷管
的脚线、电线主线两端连成短路。
2. 砌体工程的雨期施工
（1）砌块在雨期应当集中堆放，不宜浇水。砌墙时要求干湿砖块合理搭配，砖湿
度较大时不可上墙，砌筑高度不宜超过 1m。
（2）独立墙与迎风墙应加设临时支撑保护，以避免倒墙事故。
（3）内外墙要尽可能同时砌筑，转角及丁字墙问的连接要同时跟上。
（4）稳定性较差的窗间墙、砖柱应及时浇筑圈梁或加临时支撑，以增强墙体的稳
定性。
（5）雨后继续施工，应当复核已完工砌体的垂直度和标高。
3. 模板工程的雨期施工
（1）模板隔离层在涂刷前要及时掌握天气预报，以防隔离层被雨水冲掉。
（2）模板的支撑与地基的接触面要夯实并加垫板，防止产生较大的变形，雨后要
检查有无沉降。
4. 起重吊装工程的雨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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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堆放构件的地基要平整坚实，周围应做好排水。
（2）轨道塔式起重机的新垫路基必须用压路机逐层压实，石子路基要高出周围地
面 150mm。
（3）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浸泡塔吊路基和垂直运输设备基础，并装好防雷设施。
（4）履带式起重机在雨期吊装时严禁在未经夯实的虚土或低洼处作业 ；在雨后吊
装时应先进行试吊。
（5）遇到大雨、大雾、高温、雷击和 10.8m/s 及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应当停止
起重吊装作业。
（6）大风大雨后作业应当检查起重机械设备的基础、塔身的垂直度、缆风绳和附
着结构以及安全保险装置，并先试吊，确认无异常方可作业。轨道式塔机还应对轨道
基础进行全面检查，检查轨距偏差、轨顶倾斜度、轨道基础沉降、钢轨垂直度和轨道
通过性能等。
5. 脚手架工程的雨期施工
（1）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底应当高于自然地坪 50mm 并夯实整平，留一定的散水坡
度，在周围设置排水措施，防止雨水浸泡脚手架。
（2）施工层应当满铺脚手板有可靠的防滑措施，应当设置踢脚板和防护栏杆。
（3）应当设置上人马道，马道上必须钉好防滑条。
（4）应当挂好安全网并保证有效可靠。
（5）架体应当与结构有可靠的连接。
（6）遇到大雨、大雾、高温、雷击和 6 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应停止脚手架的搭
设和拆除作业。
（7）大风、大雨后，要组织人员检查脚手架是否牢固，如有倾斜、下沉、松扣、
崩扣和安全网脱落、开绳等现象要及时进行处理。
（8）在雷暴季节还要根据施工现场情况给脚手架安装避雷针。
（9）搭设钢管扣件式脚手架时应当注意扣件开口的朝向，防止雨水进入钢管使其
锈蚀。
（10）悬挑架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汛期来临前要有加固措施，将架体与建筑物
按照架体的高度设置连接件或拉结措施 ；
（11）吊篮脚手架在汛期来临前应予拆除。

四、雨期施工的机械设备使用、用电与防雷
1. 施工现场内的起重机、井字架、龙门架等机械设备，以及钢脚手架和正在施工
的在建工程等的金属结构，当在相邻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的防雷装置接闪器的保护
范围以外时，应按第三章表 3-2 规定安装防雷装置。
2. 雨期施工的机械设备使用
（1）机电设备应采取防雨、防淹措施，保证接零保护系统完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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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大雨后，要认真检查起重机械等高大设备的地基，如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
加固措施。
（3）雨期施工的塔式起重机的使用
①自升式塔机有附着装置的，在最上一道以上自由高度严禁超过说明书规定的
高度。
②自升式塔机安装、使用，严禁超过说明书允许的最大独立高度。
③当有大风、暴雨预报时，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自升式塔机有附着装置的，应
朝建筑物方向设置两根钢丝绳拉结 ；未附着的独立式塔机，应四根钢丝绳对角拉结。
④拉结应用 Φ15 以上的钢丝绳，拉结点应设在转盘以下第一个标准节的根部 ；
拉结点处标准节内侧应采用大于标准节角钢宽度的木方作支撑，以防拉伤塔身钢结构；
四根拉结绳与塔身之间的角度应一致，控制在 45o ～ 60o 之间 ；钢丝绳应采用地锚、
地锚筐固定或与建筑物已达到设计强度的混凝土结构联结等形式进行锚固 ；钢丝绳应
有调整松紧度的措施，以确保塔身处于垂直状态。
⑤塔身螺栓必须全部紧固，塔身附着装置应全面检查，确保无松动、无开焊、无
变形。
⑥严禁对塔机前后臂进行固定，确保自由旋转。塔机的避雷设施必须确保完好有
效，塔机电源线路必须切断。
（4）雨期施工的龙门架（井字架）和施工用电梯的使用
①有附墙装置的龙门架（井字架）物料提升机和施工用电梯要采取措施强化附墙
拉结装置。
②无附墙装置的物料提升机应加大缆风绳及地锚的强度或设置临时附墙设施等加
固处理。
（5）雨天不宜进行现场的露天焊接作业。
3. 雨期施工的用电
严格按照现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落实临时用电的各项安
全措施。
（1）各种露天使用的电气设备应选择较高的干燥处放置。
（2）机电设备（配电盘、闸箱、电焊机、水泵等）应有可靠防雨措施，电焊机应
加防护雨罩。
（3）雨期前应检查照明和动力线有无混线、漏电，电杆有无腐蚀，埋设是否牢靠
等，防止触电事故发生。
（4）雨期要检查现场电气设备的接零线、各处重复接地装置是否牢靠，漏电保护
装置是否灵敏，电线接头绝缘是否良好。
（5）暴雨等危险来临之前，施工现场临时用电除照明、排水和抢险用电外，其他
电源应全部切断。
（6）海拔 2000 米以上的地区应使用高海拔电器元件。
（7）紫外线辐射强烈地区，供电线路宜埋地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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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雨期施工的宿舍、办公室等临时设施
1. 工地宿舍设专人负责，进行昼夜值班，每个宿舍配备不少于 2 个手电筒。
2. 加强安全教育，发现险情时要清楚记得避险路线、避险地点和避险方法。
3. 采用彩钢板房应有产品合格证，用作宿舍和办公室的必须根据设置的地址及当
地常年风压值等，对彩钢板房的地基进行加固，并使彩钢板房与地基牢固连接，确保
房屋稳固。
4.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强对流（台风）天气预报后，所有在砖砌临建宿舍住宿的人
员必须全部撤出到达安全地点 ；临近海边、基坑、砖砌围挡墙及广告牌的临建住宿人
员必须全部撤出 ；在以塔机高度为半径的地面范围内的临建设施内的人员也必须全部
撤出。
5. 大风和大雨后应当检查临时设施地基和主体结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第二节

暑期施工安全管理

暑期施工，由于受高温、强降雨、雷电等恶劣天气的影响，容易发生火灾、危险
化学品爆炸、建筑物、高大施工设备坍塌、遭受雷击、人员触电，职工中暑、食物中
毒等事故以及施工物料遭受雨淋或雨水浸泡等不良事件。为确保安全管理目标的圆满
完成，必须高度重视，加强暑期安全管理。

一、暑期施工作业人员管理
夏季高温酷暑期，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易疲劳、中暑，为切实加强夏季高温酷暑期
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保障施工现场一线作业人员人身安全和健康，应制定相关
防暑降温措施，做好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的饮水、饮食卫生和防暑降温等工作，切实改
善农民工作业、生活环境。
1. 妥善安排施工计划，注意科学合理安排工期，严格控制加班加点，不得盲目地
抢工期、赶进度，高温期间确需施工的，应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 ；
2. 适当调整工作班次和工作时间，特别是气温达到 35oC 以上时，要尽量避免午
后高温时期露天作业，宜采用“提早上班、推迟下班、午休延长”等措施 ；
3. 在施工现场配备防暑设施、防护用品和防暑药品，定期供应凉茶等清凉饮料 ；
4. 贯彻落实《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进一步改善作业区、生活区的通
风和降温条件，确保作业人员宿舍、食堂、厕所、淋浴间等临时设施符合有关标准要
求和满足防暑降温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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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切实做好施工现场的卫生防疫工作，加强对饮用水、食品的卫生管理，严格执
行食品卫生制度，避免食品变质引发中毒事件 ；
6. 做好年纪较大（50 岁以上）、身体状况不佳人员的施工作业安排，适当减轻工
作强度，严格控制在高温烈日下从事高空、深基坑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作，
防止中暑事故发生。

二、加强临时用电安全管理
夏季天气炎热，人们穿着单薄且皮肤多汗，相应地增加了触电的危险。另外这段
时间高温、潮湿多雨，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有所降低。这就使夏季成为电气安全事故
的易发季节，抓好电气安全防范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要注意检查现场电气设备的接零、
接地保护措施是否牢靠，要做到施工机械一机、一闸、一保护、要经常检查漏电保护
器是否好用，临时照明也要加装漏电保护器，楼门架要使用集成配电箱，所有楼门架
都要有防冒顶、和防坠落装置，并要配备安全门，各种露天使用的电气设备、和配电
箱的防雨措施要落实到位。

三、加强个人安全防护用品使用管理
施工人员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是为了保护施工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这些东西一般都是比较厚实的，比如防水绝缘手套、绝缘鞋、安全带、防尘口罩、防
护面罩等。天气炎热穿上这些东西会让人觉得更热，于是一些施工作业人员为图一时
安逸在工作过程中放弃了穿戴。一旦危险来临连最基本的防护都没有了，使得原本不
是伤害很大的事故变得比较严重。
炎热天气更要注意经常检查施工作业人员个人安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监
督，对超期，失效或不能继续使用的劳保用品，应当予以报废确保作业人员按照相关
标准、规定要求使用，确保危险发生时最后一道安全保护措施有效发挥保护作用。

四、夏季施工的卫生保健
1. 宿舍应保持通风、干燥，有防蚊蝇措施，统一使用安全电压。生活办公设施要
有专人管理，定期清扫、消毒，保持室内整洁卫生。
2. 炎热地区夏季施工应有防暑降温措施，防止中暑。
（1）中暑可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重度中暑。
①先兆中暑，在高温作业一定时间后，如大量出汗、口渴、头昏、耳鸣、胸闷、心悸、
恶心、软弱无力等症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不超过 37.5℃），这就有发生中暑的
可能性。此时如能及时离开高温环境，经短时间的休息后症状可以消失。
②轻度中暑，除先兆中暑症状外，如有下列症候群之一称为轻度中暑 ：人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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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8℃以上，有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现象；有呼吸、循环衰竭的症状，如面色苍白、
恶心、呕吐、大量出汗、皮肤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快而微弱等。轻度中暑经治疗，4 ～ 5h
内可恢复。
③重度中暑，除有轻度中暑症状外，还出现昏倒或痉挛、皮肤干燥无汗，体温在
40℃以上。
④中暑的表现见下表 13-4。

中暑的表现
热射病

1. 过热型：由于体温调节功能障碍，热量在体内蓄积，体温逐渐升高，表
现为高热，体温可达 40℃，皮肤烧热无汗，脉搏快而无力，呼吸快而浅表。
严重时可出现昏迷、癫痫样抽搐，瞳孔缩小等体征，如不及时抢救，可因
呼吸衰竭而死亡。
2. 衰竭型：由于在高温环境下散热困难，肌肉和皮肤血流量增加，超过了
心脏所能负担的限度，因而发生循环衰竭，起病急，面色苍白，皮肤湿冷，
呼吸浅速，脉搏细弱，血压下降，体温稍低，瞳孔散大，意识淡漠等。

热痉挛

由于大量出汗，大量丧失氯化钠，水盐平衡紊乱引起肌肉痉挛、疼痛。痉
挛多从小腿开始，有时向上肢及腹部肌肉扩展，体温脉搏稍高或正常，口
渴尿少，尿中氯化钠含量低，可出现蛋白尿。

日射病

多见于夏季露天作业工人，是因为头部受强烈的太阳热辐射线（主要是红
外线）的作用，大量热辐射为头部皮肤及颅骨所吸收，从而使温度升高（可
达 40℃以上）；部分热辐射线并可达到脑膜，使脑膜充血，甚至出血，脑
组织水肿等。其主要症状为剧烈的头痛。头晕、眼花、耳鸣、呕吐、兴奋不安，
重者有抽搐、意识丧失等。面部和头部皮肤潮红，体温略升高。
表 12-4

中暑的表现

（2）防暑降温应采取综合性措施。
（参见第一章第三节职业危害程度及防治措施二、（六）防暑降温措施）
①组织措施。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实行工间休息制度，早晚干活，中午延长休息
时间等。
②技术措施。改革工艺，减少与热源接触的机会，疏散、隔离热源。
③通风降温。可采用自然通风、机械通风和挡阳措施等。
④卫生保健措施。供给含盐饮料，补偿高温作业工人因大量出汗而损失的水分和
盐分。
3. 施工现场应供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不得多人共用一个饮水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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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期施工安全管理

冬期施工，气温低，宜结露结冰、天气宜干燥，作业人员操作不灵活，作业场所
应采取措施防滑、防冻，生活办公场所应当采取措施防火和防煤气中毒。另外，春秋
季天气干燥，风大，应注意做好防火、防风措施 ：还应注意季节性饮食卫生，如夏秋
季节防止腹泻等流行疾病。任何季节遇 10.8m/s 及以上强风、大雪、浓雾等恶劣气候，
严禁露天起重吊装和高处作业。

一、冬期施工基本知识
1. 冬期施工的概念
在我国北方及寒冷地区的冬期施工中，由于长时间的持续低温、大的温差、强风、
降雪和冰冻，施工条件较其他季节艰难的多，加之在严寒环境中作业人员穿戴较多，
手脚亦皆不灵活，对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必须采取附
加或特殊的措施组织施工才能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根据当地多年气象资料统计，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 5 天稳定低于 5℃即进入冬
期施工 ；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 5 天高于 5℃时解除冬期施工。
冬期施工组织与冬期施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淆。例如在我国海拉尔、黑
河等高纬度地区，每年有长达 200 多天需要采取冬期施工组织施工，而在我国南方许
多低纬度地区常年不存在冬期施工问题。
2. 冬期施工特点
（1）冬期施工由于施工条件及环境不利，是各种安全事故多发季节。
（2）隐蔽性、滞后性。即工程是冬天干的，大多数在春季开始才暴露出来问题，
因而给事故处理带来很大的难度，不仅给工程带来损失，而且影响工程使用寿命。
（3）冬期施工的计划性和准备工作时间性强。这是由于准备工作时间短，技术要
求复杂。往往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这一环节跟不上，仓促施工造成的。
3. 冬期施工基本要求
（1）冬期施工前两个月即应进行冬期施工战略性安排。
（2）冬期施工前一个月即应编制好冬期施工技术措施。
（3）冬期施工前一个月做好冬期施工材料、专用设备、能源、暂设工种等施工准
备工作。
（4）搞好相关人员技术培训和技术交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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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冬期施工的准备工作
1. 编制冬期施工组织设计
冬期施工组织设计一般应在入冬前编审完毕。冬期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确定冬期施工的方法、工程进度计划、技术供应计划、施工劳动力供应计划、能源供
应计划 ；冬期施工的总平面布置图（包括临建、交通、管线布置等）、防火安全措施、
劳动用品 ；冬期施工安全措施 ；冬期施工各项安全技术经济指标和节能措施。
2. 组织好冬期施工安全教育培训
应根据冬期施工的特点，重新调整好机构和人员，并制定好岗位责任制，加强安
全生产管理。主要应当加强保温、测温、冬期施工技术检验机构、热源管理等机构，
并充实相应的人员。安排气象预报人员，了解近期、中长期天气，防止寒流突袭。对
测温人员、保温人员、能源工（锅炉和电热运行人员）、管理人员组织专门的技术业
务培训，学习相关知识，明确岗位责任，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3. 物资准备
物资准备的内容如下 ：外加剂、保温材料 ；测温表计及工器具、劳保用品 ；现场
管理和技术管理的表格、记录本 ；燃料及防冻油料 ；电热物资等。
4. 施工现场的准备
（1）场地要在土方冻结前平整完工，道路应畅通并有防止路面结冰的具体措施。
（2）提前组织有关机具、外加剂、保温材料等实物进场。
（3）生产上水系统应采取防冻措施并设专人管理，生产排水系统应畅通。
（4）搭设加热用的锅炉房、搅拌站，敷设管道，对锅炉房进行试压，对各种加热
材料、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安全可靠；蒸汽管道应保温良好，保证管路系统不被冻坏。
（5）按照规划落实职工宿舍、办公室等临时设施的取暖措施。

三、分部分项工程冬期施工安全管理
1. 土方与地基基础工程冬期施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土在冬期由于遭受冻结变的坚硬，挖掘困难 ；春季化冻时由于处理不当很容易发
生坍塌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所以土方在冬期施工必须在技术上予以保障。
（1）爆破法破碎冻土应当注意的安全事项 ：
①爆破施工要离建筑物 50m 以外，距高压电线 200m 以外。
②爆破工作应在专业人员指挥下，由受过爆破知识和安全知识教育的人员担任。
③爆破之前应有技术安全措施，经主管部门批准。
④现场应设立警告标志、信号、警戒哨和指挥站等防卫危险区的设施。
⑤放炮后要经过 20min 才可以前往检查。
⑥遇有瞎炮，严禁掏挖或在原炮眼内重装炸药，应该在距离原炮眼 600mm 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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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另行打眼放炮。
⑦硝化甘油类炸药在低温环境下凝固成固体，当受到振动时极易发生爆炸，酿成
严重事故。因此冬期施工不得使用硝化甘油类炸药。
（2）人工破碎冻土应当注意的安全事项 ：
①注意去掉楔头打出的飞刺以免飞出伤人。
②掌铁楔的人与掌锤的人不能脸对着脸，应当互成 90o。
（3）机械挖掘时应当采取措施注意行进和移动过程的防滑，在坡道和冰雪路面应
当缓慢行驶，上坡时不得换档，下坡时不得空档滑行，冰雪路面行驶不得急刹车。发
动机应当搞好防冻防止水箱冻裂。在边坡附近使用、移动机械应注意边坡可承受的荷
载防止边坡坍塌。
（4）针热法融解冻土应防止管道和外溢的蒸汽、热水烫伤作业人员。
（5）电热法融解冻土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①此法进行前必须有周密的安全措施。
②应由电气专业人员担任通电工作。
③电源要通过有计量器、电流、电压表、保险开关的配电盘。
④工作地点要设置危险标志，通电时严禁靠近。
⑤进入警戒区内工作时必须先切断电源。
⑥通电前工作人员应退出警戒区再行通电。
⑦夜间应有足够的照明设备。
⑧当含有金属夹杂物或金属矿石时禁止采用电热法。
（6）采用烘烤法融解冻土时会出现明火，由于冬天风大、干燥，易引起火灾。
①施工作业现场周围不得有可燃物。
②制定严格的责任制，在施工地点安排专人值班，务必做到有火就有人，不能离岗。
③现场要准备一些砂子或其他灭火物品，以备不时之需。
（7）春融期间在冻土地基上施工。
春融期间开工前必须进行工程地质勘察，以取得地形、地貌、地物、水文及工程
地质资料，确定地基的冻结深度和土的融沉类别。对有坑洼、沟槽、地物等特殊地貌
的建筑场地应加点测定。开工后，对坑槽沟边坡和固壁支撑结构应当随时进行检查，
深基坑应当派专人进行测量、观察边坡情况，如果发现边坡有裂缝、疏松、支撑结构
折断、移动等危险征兆应当立即采取措施。
2. 钢筋工程冬期施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金属具有冷脆性，加工钢筋时应注意 ：
（1）冷拔、冷拉钢筋时，防止钢筋断裂伤人。
（2）检查预应力夹具有无裂纹，由于负温下有裂纹的预应力夹具，很容易出现碎
裂飞出伤人。
（3）防止预制构件中钢筋吊环发生脆断，造成安全事故。
3. 砌体工程冬期施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315·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内部学习资料

施工安全技术 C1

（1）脚手架、马道要有防滑措施，及时清理积雪，外脚手架要经常检查加固。
（2）施工时接触汽原、热水，要防止烫伤。
（3）现场使用的锅炉、火炕等用焦炭时应有通风条件防止煤气中毒。
（4）现场应当建立防火组织机构，设置消防器材。
（5）防止亚硝酸钠中毒。亚硝酸钠是冬期施工常用的防冻剂、阻锈剂，人体摄
入 10mg 亚硝酸即可导致死亡。由于外观、味道、溶解性等许多特征与食盐极为相似，
很容易误作为食盐食用导致中毒事故。要采取措施，加强使用管理以防误食。
①在施工现场尽量不单独使用亚硝酸钠作为防冻剂。
②使用前应当召开培训会，让有关人员学会辨认亚硝酸钠（亚硝酸钠为微黄或无
色，食盐为纯白）。
③工地应当挂牌，明示亚硝酸钠为有毒物质。
④设专人保管和配制，建立严格的出入库手续和配制实用程序。
4. 混凝土工程冬期施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1）当温度低于－ 20℃时严禁对低合金钢筋进行冷弯，以避免在钢筋弯点处发
生强化造成钢筋脆断。
（2）蓄热法加热砂石时，若采用炉灶焙烤，操作人员应穿隔热鞋，若采用锯末生
石灰蓄热则应选择安全配合比，经试验证明无误后方可使用。
（3）电热法养护混凝土时，应注意用电安全。
（4）采用暖棚法以火炉为热源时，应注意加强消防和防止煤气中毒。
（5）调拌化学附加剂时应配戴口罩、手套，防止吸入有害气体和刺激皮肤。
（6）蒸汽养护的临时采暖锅炉应有出厂证明。安装时必须按标准图进行，三大安
全附件应灵敏可靠，安装完毕后应按各项规定进行检验，经验收合格后方允许正式使
用 ；同时锅炉的值班人员应建立严格的交接班制度，遵守安全操作要求操作 ；司炉人
员应经专门训练，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值班期间严禁饮酒、打牌、睡觉和撤离职守。
（7）各种有毒的物品、油料、氧气、乙炔（电石）等应设专库存放、专人管理，
并建立严格的领发料制度，特别是亚硝酸钠等有毒物品要加强保管，以防误食中毒。
（8）混凝土必需满足强度要求方准拆模。
5. 冬期施工起重机械设备的安全使用
（1）大雪、轨道电缆结冰和 10.8m/s 及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应当停止垂直运输
作业，并将吊笼降到底层（或地面），切断电源。
（2）遇到大风天气应将俯仰变幅塔机的臂杆降到安全位置并与塔身锁紧，轨道式
塔机应当卡紧全部夹轨钳。
（3）暴风天气塔机要做加固措施，风后经全面检查方可继续使用。
（4）风雪过后作业前，应当检查塔身或架体垂直度，安全保险装置，确认无异常
后先试吊，正常后方可进行作业。
（5）井字架、龙门架、塔机等缆风绳地锚应当埋置在冻土层以下，防止春季冻土
融化地锚锚固作用降低地锚拔出造成架体倒塌事故。
·316·

第十二章

季节性施工

（6）塔机路轨不得铺设在冻胀性土层上，防止土壤冻胀或春季融化造成路基起伏
不平，影响塔机的使用甚至发生安事故。
（7）春季冻土融化应当随时观察塔机等起重机械设备的基础是否发生沉降。

四、冬期施工防火要求
冬期施工现场使用明火处较多，管理不善很容易发生火灾，必须加强用火管理。
1. 施工现场临时用火要建立用火证制度，由工地安全负责人审批。
2. 明火操作地点要有专人看管，明火看管人的主要职责是 ：
（1）注意清除火源附近的易燃、易爆物，不易清除时，可用水浇湿或用阻燃物覆盖。
（2）检查高处用火，焊接作业要有石棉防护，或用接火盘接住火花。
（3）检查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工作状态情况。
（4）检查木工棚、库房、喷漆车间、油漆配料车间等场所，此类场所不得用火炉
取暖，周围 15m 内不得有明火作业。
（5）施工作业完毕后对用火地点详细检查，确保无死灰复燃方可撤离岗位。
3. 供暖锅炉房及操作人员的防火要求 ：
（1）锅炉房宜建造在施工现场的下风方向，远离在建工程以及易燃、可燃材料堆
场、料库等。
（2）锅炉房应不低于二级耐火等级。
（3）锅炉房的门应向外开启。
（4）锅炉正面与墙的距离应不小于 3m，锅炉与锅炉之间应保持不小于 1m 的距离。
（5）锅炉房应有适当通风和采光，锅炉上的安全设备应保持良好状态并有照明。
（6）锅炉烟道和烟囱与可燃构件应保持一定的距离，金属烟囱距可燃结构不小于
1m，距已做防火保护层的可燃结构不小于 0.7m ；未采取消烟除尘措施的锅炉其烟囱
应设防火星帽。
（7）司炉工应当经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8）应当制定严格的司炉值班制度，锅炉开火以后司炉人员不准离开工作岗位，
值班时间不允许睡觉或做无关的事。
（9）司炉人员下班时须向下一班做好交接班手续，并记录锅炉运行情况。
（10）禁止使用易燃、可燃液体点火。
（11）炉灰倒在指定地点。
4. 炉火安装与使用的防火要求 ：
（1）油漆、喷漆、油漆调料间以及木工房、料库等，禁止使用火炉采暖。
（2） 金 属 与 砖 砌 火 炉 必 须 完 整 良 好， 不 得 有 裂 缝 ；砖 砌 火 炉 壁 厚 不 得 小 于
300mm。
（3）金属火炉与可燃、易燃材料的距离不得小于 1m，已做保护层的火炉距可燃
物的距离不得小于 0.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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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没有烟囱的火炉上方不得有可燃物，必要时须架设铁板等非燃材料隔热，其
隔热板应比炉顶外围的每一边都多出 150mm 以上。
（5）火炉应根据需要设置高出炉身的火档，在木地板上安装火炉必须设置炉盘。
（6）金属烟囱一节插入另一节的尺寸不得小于烟囱的半径，衔接地方要牢固。
（7）金属烟囱与可燃物的距离不得小于 300mm，穿过板壁、窗户、挡风墙、暖
棚等必须设铁板 ；从烟囱周边到铁板外边缘尺寸不得小于 50mm。
（8）火炉的炉身、烟囱和烟囱出口等部分与电源线和电气设备应保持 0.5m 以上
的距离。
（9）炉火必须由受过安全消防常识教育的专人看守。
（10）移动各种加热火炉时必须先将火熄灭后方准移动。
（11）掏出的炉灰必须随时用水浇灭后倒在指定地点。
（12）禁止用易燃、可燃液体点火。
（13）不准在火炉上熬炼油料、烘烤易燃物品。
5. 冬期消防器材的保温防冻
（1）室外消火栓，冬期施工工地应尽量安装地下消火栓，在入冬前应进行一次试
水，加少量润滑油 ；消火栓用草帘、锯末等覆盖，做好保温工作以防冻结。冬天下雪
时应及时扫除消火栓上的积雪，以免雪化后将消火栓井盖冻住。高层临时消防水管应
进行保温或将水放空，消防水泵内应考虑采暖措施以免冻结。
（2）消防水池，入冬前应做好消防水池的保温工作，随时进行检查，发现冻结时
应进行破冻处理。
（3）轻便消防器材，入冬前应将泡沫灭火器、清水灭火器等放入有采暖的地方并
套上保温套。
季节性施工的过程中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以上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要求我们要做好安全预防措施，尽量
避免或减少危险事故的发生。在施工过程中，只要我们牢记安全，切实做好各项安全
预防措施，尤其是有针对性的安全保护措施，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才能防患于未然，
才能真正把安全生产落实到实际，为施工安全生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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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ò1/`¼<X， .è±we^1¨ÏÌg[§g
ô，éS1/`)¨ÂB。 `!¢ã±[!*ÑÝQÑ， PIÒÑT
×S/0[+O，ò/0[+1¨Ý<bðïG¼½， 1¨
Ïò¼uu，1%²òWhÜð¼÷。
２ ò)+5/óôñvhÜ¨µ。 q [+5/¨Áñô， .èbe
5/óôjU_`/0`!DEð8=)j)/0ù ¨。 ò_`/05/
Ñ9¤{¼ A，.(á_`/05/Ñ9Q!PÝ<=ñù。 ÍÙËÎÏ:O， .
¿;5/óôjºÄH¼ÀÝú5。 lmµ{¼ïu、 ¼， .(
ágò©5/óôj¾~égÊLMNx¼5/4 5/Ý !。
３ áâ¨òW=6}>。 I"Nj5/áâÄX¼½ÄÃè
be。j.èáâöå_`/0~é`Ñ， .ò~é`Ñù äÜ， . A
- 5/áâLMNÊ§ÆÝ¼i¤²è。 .lmg¿;¼ióôÄ£5 ７ 
234/,34Ý ð、 ðÈña¼Àú5be。 òtìgÀY
/`¼<X，jBA^b>?(1，.lm¡à¾1ÀY。
４ j)¨B¾wåog， ¼q gôÁ。 ¬ºjj)B¾.`¼À
gô²Aå\，/0j、 ´odnj¼iB¾ÿh2345/¨¼i/`Iä，
¼Í.½gôRbÝÑT¸n， ò¼iÑTbe¼¡j， ò5/áâSøíî
¼。
１ ¨j1õGÁÂ

（Z） '-.
， .?vÓ(¡ÝiJ，
ò[+ÝDE<X¼à，..^dÓ[+(¡é¼hÝòW，
.oÐ¬be±we^Ý1¨ÏÌg[§gô， .èlm¦
¬1³¾¶¶û， ò1/` j+¼à。 . Aèbelm
¡1=µ{，µ{/`ÿh， .òI!1<&§µÝ&'(
)*+,-./0ù µ{。 òQä)n±[U1¨ÏÌºòW¼dxç
n¿;Sø¼n。
Q)/0¶·`!Qä)n±[UÝoÐ¬

（ ） ¡¢, （£¤） ¥¦
（®¯） h°¬`!Q)/0¶·ÝoÐ¬，ò[+
ÝDE<X¼à，..^dÓ[+(¡é¼hÝòW， .è
±we^Ý1¨ÏÌ， .èlm¦¬1³¾¶¶û， ò
1/` j+¼à。.ïulm¡1=µ{， òQ)/0¶·=µ
{/`=6}>Ýçn¼， òQ)/0¶·1¨ÏÌºòW¼dxç
QS¸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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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ø¼n

5/ Ｃ１

。

（§） ¨©ª«¬
。§óôoÉÊËÌ¬ò§jÝB¾
w¼½§ÄÃbe，§jN.§/0Báo¼½#N/`Rb， j)
ÂÁB¾.ù §/`ÑTg¥ì。 ¬Pò§jÝµ{/`Q， .(
ág?áâ§/` <LÁxçn。
２ ò~é/txDEµò&L¨Lµ。§j.è¾¼À§ú5，
.ña§B¾bò~é/táâöåxbe。 ò5/óôòèÝ ７ 2345/Ñ
9¤{¼ A，.(áÑ9Qñþ~é/t¨ú5Ýçn， .?5/óô¼5
/4 5/、P~é¥¼ù LMNë#÷WµæÝ¾ !。
３ áâ§/` <LÁ。 §j."ò5/ùWSÀ÷áâ§/`，
.¿;5/óôHhÜú5÷¾áâ¨。 áâµ¼n， òwGîx`Ñç
n.ù hÜ§¿È¿;Sø， .bePÊLMNÄ1， ò5/óôI
P,¼PgÝçn§¼Sô。 òN.§/0B¨¼ A， 'PÁèé¢
/45Ý 《öå³Ù\ 》 oÓ/， s.Iàg¥§ÑTìB¾e^¡
1ºöåx§/`。
１ ò§j§¿¨¼n

（） ¡®¯'°±¥¦
S·²)h°¬`!oÉÊËÌ¬ÝoÐ¬

，ò)、Â¸¹x)n

、ò@、§xÑT1/`<X¼à，.ºÄ¿;oÉÊËÌ¬
j~¨¸nÓÑTz(¡¼hÝçn。 òoÉÊËÌ¬§ÑTñvà0
§¿c¹，ò'´o/`Q!PÝçn¿;µ{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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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
。

１ .Iìå3234/, è.±óô&'+,()*be/0[+óô
=W3 ７ 234/,O .èò/,SÝù ìåg£5 P

，

。

“=v １００ Ó” »LQ，"ò ７ 234_`5/ùWÀz、5/B¾
=oâÀxíî，.À÷¿;µ{，.¿;§、[+º5/óôH¼Àú5。
２ ´o§¿¨/`¼n。 òùâ§B¾²A¼fÄ§ÄÃbeÝ
çnii¼ ，.ÄÃèWòáâ§B¾ù £û。 .P/¥ò/0[
+óôù î\， ò5/Ñ9¤{ii¼n， .(á5/Ñ9ñþ~é/
t¨ú5Ýçn，.(á5/áâPÄXwGîx`ÑÝçn。 ò[+óôg§
óôáâ§¿¼nÝçnL。
３ .±lm¨Lo。 /0.±c½jA¾w|)/， Ç.òhijkg
B¾è/`Á。[c½ÁÂ.±， 2'¼Ú&'+,()*B¾， ¼ò
~:ðßÖù Ó，Ç¼Ú&'()*+,./01³¾¶A¾。 è.
'*¹¡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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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i¸¹¼ü。.§
ÄÃè.Ñ*/0B，Èlmò[+、§g5/óô¡§¿µ{。

±óôg&'()*+,-./0.±c½jiJ¼ý

（³） "#´£¤
$%¦¸®¯¬`!&'+,()*ÝoÐóô

，.q

ò&'()*+,-

、´oµò、ùWµòx/`Ý§¿gÆÁ，¬¼iÁ¸jk
.Sáâ¿;Æhi/`， ò.Iìå3/,xçnL。 P/0ÄÃÓÔ、 
/åµ{、5/óô²´¤²、 <=`Ñ5/xnqQò.±Ý¨
§¿¼n。

./0±[

（³!） "#µ¶
，A^Ý&'()*+,-./
0.±¸¹ºlg/0.±c½jò/0Ý¨°ö)¼|。 .¿;$%¦¸®
¯¬ò&'()*+,-./0´o、 ùWµòù §¿Æ。 .òè¨.±
Ý§¿¼iòW，ò$%¦¸®¯¬º&'()*+,-./0¨/
`¿;µ{¼n。
$%"²¶·`!$%¦¸®¯¬ÝoÐóô

（³1） '-.·¸¹º»¼ （½¾¿À'·¹»¼）
。QS)nQÑÄ¶G%)n´§[1¾òè
HE&'()*+,-./0´o§¿Û§Æ， H¨À¦$%f)n.±/0´
o§¿QW1ÂÝ§¿/`。 .V$%f¸¹*¨jk´o§¿/`íî， Ç
.*LHE§¿。
２ ¾l.&'()*+,-./01。 ¾òèvI.±óôB¾l.&
'()*+,-./0´o§¿1，¹P»¼³ÙÝ´o§¿ñL。
３ .q ´o§¿Á。l.Ý17Ä[1¡¡ “ê{§¿µ{ ”、
“**¯ËÌ5/¥µ{” gO,Sø/`/，.¡'§¿/`。
４ ò1´o§¿/`L。 .¿;1è,¬/0ùW、 ´o¨µ、 ´
oäÜíî，.¸ºÄ(ág?3Ä/,¢º[+、 5/、 §xóô.I
Ù/0´o¨beÝçn。
１ ¾HE´o§¿Û§Æ

（³)） ¡®¢ÁÂ¹}Á
。Q§¨©$%ÑTÅ¬Z.èq
§¨Á，.U 《Q¸¹§¨©ÑTÅ¬Z/`Þ 》 ÓS·¸¹©be¼
üPÝçnVQ§¨©i。 òÁïG¼ý， P¡jS&'()*+,-./0
/O，ÿh ¿;QÑºÄ.91¨íî， ÿh*LÜ¶.±Ý/
,、ùWxhiüVÈºÄoQ§¨©。 /`B¾ÑT¼¡， .WQÑ?Ý
.9=0g¼ibe。
１ $%ÑTÅ¬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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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g§¨)jShiv
Z，/0´og§¨/`aá}n。 òÁèôïG!P¢， Û<)në
gáå)£¤èë ， ò.±5/g)nB<X¼½。 ¾òS·¸
¹©½aÏÌ “+è” è，U$%ÑTÅ¬Z “Â ” ÝÁø! “Ä ”， ø{
¡$%ÑTÅ¬Z`!%Ù§¨*þÝÁèô。
３ .èq §¿µ{Á。 .(ág{v.±óô.è.91
¨íîÝçn。.µ{&'()*+,-./0Ý/0´o§¿/`， .(á)n
´§[1¾òè¥´o§¿ÑT、 .UEÝ´§/0íî¸¹*¨jk
.9、vI.±óôB¾lA1xçn。 ò&'()*+,-./0áâ5/¨
、´o¨!PÝ <çnL、Lv。
２ ò§¨ÁïG!P¢

（³W） ¡®¢Á'ÃÄ¹}
S·¸¹©)n§¨q

§¿Á!PÁÂnq

èE&'()*+,-./0´o§¿ÝçnLL¨
.1Ð.¿;1èq

ÁÝçnL

。

，ò)n´§[1¾ò

，ò'vI.±óôB¾l

（³Z） $%Å-JNOÆÇGÈ
。P|W&')n.Í¬I “õä».&)+
,j” $%、¦B±0+1、 .§eSN²¹、 ö、 .±、 nHásxjkõ
öÝíî£，ò¼fÄO&ÖÝ&')n.Í¬LMN0+1aÍ “¨fÄ ”
ÝËì，È¾ ±^&')n.Í¬0+1。
２ ò&')n.Í¬§¿¼n。 .ïuq
Ñ§¿¨Á， ò&')n.
Í¬P ２０１６ ! ４ "c./`±^³、./`náäÜ³、 ./`.ÊÑ*+L
MNÒÑ+²´、/,ÒÑ-.¨ “,-©1、 ª« ” èéÝíî£， ¾
.±、1gª«*+LMNÝ !L、Lv。
１ ¾³±^LMN0+1

（³ ） $%ÅÉÊ
，P&')n.Í¬¼Í.èÖ、&'R/ÑgüV
¾³¾¶.q ¼À0tÝíî£， ¾v*、 ¬Ãõ&'R/ÑgüV¾³¾¶
³±^&')n.Í¬0+1。
&'R»¼¾òè

o

、pe<fgqrs:;jGctu

，higP»è，ò>?
hiB¾góôñavõö：
Ïiò ３１ BH®>÷òú5，'Q¬Ïiò １５ B^9¯{ÈH
®>÷òú5 （°±<=>?² １３ B， °±1、 ª«³´-² ２ B ）， µ
Ê>?}~{g>?ï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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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Ïiò １６ B^9¯{ÈH®>÷òú5 °±µ¶Á·² １０ B °±¸¹² ３
B °±µ¶Á·² Eº² １ B °±»IÁ² １ B °± º² １ B

，

、

，

，
）。
òoC°±¼²B¾Q%QP¾@ »§òÌÝ， vj¨°， A
¼iµ§Ïi@óôPÍ.vÖÄºÄ`aP»v； ò'Q,¼Í.
vÖÐ¥½¾ÝP¾，¦hiPlmºÄèQ©'P¾¿。
Ê{ïèÝLÁL>Ù、ð´，>?{lPò １２ l°óôÝ ４８ $
B¾{ÍÎÀ< Ýo，  《QSPv) 》 »ÁÂ、 
+ÁÃ，《 »Ïi¬T¾v) 》 »Ág ＜ QSPç 》 Ä、
Åxè，êò ３８ $B¾W¨P»v)；
ò ９ $íqÆB¾， .ûù ß、 ÇÈÉh@£t； .h １ B~°
±' <¾çn，¥µÏi^9¤{， .ûU'ÀÂÝ>?pî^9Ï
iüÈÅ。
>?{l.ûò ５ ·>?hiQÑº¼iÂBÝ¾¾ !W¨ »vÊ。
>?{l.ûA$%f»¼gQS¸¹.±¶·h°¬`aµ{。

（!） ËÌ:ÍÎÏÐBÑÒFG （３１ F）
（６ '）
（１） ñë6，ËÌ，õQ$¸¬èrÝB、Í>P。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
±<=>?²，¥µÏi ½¾。
（２） Î[Ï，ËÌ，õQ$¸¬$%&'()*+,-./0 Ｄ 45jI。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３） Ð[Ñ，ËÌ，õQ$¸¬$%&'()*+,-./0 Ｄ 45j[
/0B。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４） "XY，ËÌ，õQ$¸¬$%&'()*+,-./0 Ｄ 45j/
0jjP。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５） ÒÓá，ËÌ，õQ$¸¬$%&'()*+,-./0 Ｄ 45j´
µjjP。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６） ÔN，QP¾，õQ$¸¬$%&'()*+,-./0 Ｄ 45j
§jjP。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２ ()*+,-%& （１ '）
（７） (\6，ËÌ，ùúûüôT¬$%&'()*+,-./0 Ｄ 45 ７ 
2345/þ þ P。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 ~ ° ± < =   > ? ²， ¥ µ  Ï i 
½¾。
３ ./0123%& （３ '）
（８） æÕÖ，ËÌ，&')n.Í¬èrÝB、 Í>P。２０１７ ! １ " ４ #，
~°±1、ª«³´-²， ¥µP。２０１７ ! １ " ４ #， ~°±1、 ª«³´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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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Ïi ½¾。
（ ） ×ÉØ，ËÌ，&')n.Í¬Ù*P。２０１７ ! １ " ４ #， ~°±1、
ª«³´-²，¥µÏi ½¾。
（１０） ÚSÛ，QP¾，&')n.Í¬I。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１ #，~°±
º²，¥µÏi ½¾。
４ 4561789 （３ '）
（１１） ÜÝ，ËÌ，Qä)n±[U$%&'()*+,-./0 ＥＰＣ [+
j[/0B。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１２） Þ×|，QP¾，Qä)n±[U$%&'()*+,-./0 ＥＰＣ [
+j´odnjI。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 ¥µÏ
i ½¾。
（１３） æß，QP¾，Qä)n±[U$%&'()*+,-./0 ＥＰＣ [+
j/0jI。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５ :;<=>%& （３ '）
（１４） àUá，QP¾，oÉÊËÌ¬&'()*§j[§/0B。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１５） âãä，QP¾，oÉÊËÌ¬&'()*§jÙ[§/
0B。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１６） åæ，QS*.S¶¶¾，oÉÊËÌ¬&'()*§jN.Ù
[§/0B。２０１６ ! １２ " ９ #，~°±<=>?²，¥µÏi ½¾。
６ ?@A$BCDE%&./FGH6I （３ '）
（１７） çè ，QP¾，$%¦¸®¯h°¬&'»,()*P³³¾、Ù[
I。２０１７ ! １ " ２３ #，~°±¸¹²，¥µÏi ½¾。
（１８） éºê，QP¾，$%¦¸®¯h°¬&'»,()*§±[jI
1 µ¿{Z*。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０ #，~°±¸¹²，¥µÏi ½¾。
（１９） ëìí，QP¾，$%¦¸®¯h°¬&'»,()*Ù[IJB î
ÎïÓëðjI。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０ #，~°±¸¹²，¥µÏi ½¾。
７ ?@JKLM （１ '）
（２０） ñÑÕ，$%"²¶·P³³¾、/¶*ò，$%&'()*+,-./0
.±c½j[c½。２０１７ ! ２ " １１ #，~°±µ¶Á·²、 Eº²， ¥µÏi
½¾。
８ ./H6INGO2PQRSTUVWX （３ '）
（２１） ëóô，QP¾，&'()*+,-./0´o§¿11P （$%¦
¸®¯¬&'»,()*Ù[I）。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９ #，~°±µ¶Á·²， ¥µ
Ïi ½¾。
-²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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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õAö，QP¾，&'()*+,-./0´o§¿1Ù1P （$%
¦¸®¯¬&'»,()*[/0B +,-./0jI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９ #，
~°±µ¶Á·²，¥µÏi ½¾。
（２３） ÷íø，QP¾， &'()*+,-./0´o§¿1N.Ò¾。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９ #，~°±µ¶Á·²，¥µÏi ½¾。
９ 61RTYX （２ '）
（２４） (ùÉ，QP¾，)n´§[1§¿vÂB，２０１７ ! １ " ６ #，~°±
µ¶Á·²，¥µÏi ½¾。
（２５） úí，ËÌ，)n´§[1§¿vvj。２０１７ ! １ " ６ #，~°±µ¶Á·
²，¥µÏi ½¾。
１０ Z[$\]^4T_] （３ '）
（２６） ñ[û，QP¾，S·¸¹©Q§¨©)n§¨vvP。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１ #，~°±µ¶Á·²，¥µÏi ½¾。
（２７） ü，QP¾，S·¸¹©Q§¨©)n§¨vÙvP。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１ #，~°±µ¶Á·²，¥µÏi ½¾。
（２８） ýB，QP¾，S·¸¹©Q§¨©)n§¨vÖ¾。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１ #，~°±µ¶Á·²，¥µÏi ½¾。
１１ ./`Pab+cdefg （３ '）
（２９） þÿ6，&'R/ÑgüV¾³¾¶P³\]、 *。２０１７ ! ５ " １８ #，
~°±»IÁ²，¥µÏi ½¾。
（３０） !U，QP¾， &'R/ÑgüV¾³¾¶Ù*。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９
#，~°±µ¶Á·²，¥µÏi ½¾。
（３１） Ô"í，QP¾，}&'R/ÑgüV¾³¾¶#(=$*0+Å¬ZÂ
B。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９ #，~°±µ¶Á·²，¥µÏi ½¾。

（1） ÓÔÕÖÉÖU×、ØÙÚÛ、ÜQ、6ÝÞßFG （４８ F）
（１１ '）。
W¨Pv)B¾ （１０ B）：
（１） iÑ%，Qä)n±[UP³³¾、[I。¼ïu&'IÙS·hi
1»:g，ò1/`¼<X； ·6¨， ò¬¼ijkgóô¼
ïu- 1g4 è、 lm¨5/¼n、 .è¤{[
+jB¾gô²´xçnL。 ò>?Ý(1Âh*b¸¹， .ûW¨(ª
PÁTv)。
（２） )*+，Qä)n±[UP³\]，Â1/`。¼ïu&'IÙS
·hi1»:g， ·6¨， ò¬¼ijkgóô¼ïu- 
1g4 è、 lm¨5/¼nxçnL。 ò>?Ý(1Âh<
１ 456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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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B，)¨´oj、/0[+
¬x。·6¨，.hÜ¿;c¹)¨jkq ´og¨Á， ò´o
j¼ïu- /0´o4 èg[+¬lmÆ、 §¿¨5/¼nxç
nL。ò>?Ý(1Âh*b¸¹，.ûW¨(ªPÁTv)。
（４） ,-&，QP¾，Qä)n±[UÙ[/0B ´oj*。·6¨
，.èq 、´og1¨Á， ò/0[+¬/0´o/`
Ý¿;c¹g§¿µ{¼n， ò[+j!PÝ.ïu- 1g/0´o
Ýº4 èÝçnL。 ò>?Ý(1Âh<b¸¹， .ûW¨P
<Tv)。
（５） ÜO.，QP¾，Qä)n±[UÙ[IJB Bn²¹j*。·6¨
，.è¤{[+jlAB¾Ýgô²´， òjB¾g¥1
tì/`¿;¼n。ò>?Ý(1Âh<b¸¹，.ûW¨PTv)。
（６） ñ/0，QP¾，Qä)n±[U/0[+¬[/0B，)¨´
odnj。·6¨，.hÜ¿;c¹)¨jkq 1§¨Á， ò´o
dnjP[+j1tì、 ÀYgáâ§¿µ{xÑÁÝL
ÁLçnL。ò>?Ý(1Âh<b¸¹，.ûW¨PTv)。
（７） ú1，QP¾，Qä)n±[UÙ[/0B /0[+¬[I、[
+jI。/`LÁ， .èq Á¨jùW、 ´o、 Ý
Á，ò5/ÝlmÆ、§¿¨¼n； .ïu- /0´o4 è， ¨µ
5/ùW¼Í；.èNj5/áâ， ò5/B¾¨Ý2。 ò>?Ý(1ÂhG
H，.ûW¨3Pèü!v)。
（８） Üì，QP¾，Qä)n±[U/0[+¬I、[+
jNTÙI。/`LÁ， .èq /0´og¨Á， .ïu¤{23
4_`5/Ñ9，.èbe¡1tì、 ÀYgáâ§¿µ
{；ò5/óôI.Nj5/áâºjÒÁ1¨B¾1²
A¼Äçn，.ºÄ¿;Sø。 ò>?Ý(1ÂhGH， .ûW¨3Pèü
!v)。
（９） ÜÑ，QP¾，Qä)n±[U[+j´odnjÙI。/`
LÁ，.èq 1µ{Á， ò234_`5/!PÝ¾~7LMNé
kx<=>?.hÜ¿;Sø； ò5/Ñ.èò5/B¾ù 1t
ì¢º234_`5/!PÝ¾ÊLMNxçnL。 ò>?Ý(1ÂhGH
，.ûW¨3Pèü!v)。
（１０） ñ45，QP¾，Qä)n±[U[+j/0jN.ÒÑ/0B。
/`LÁ，.èq ´o¨Á， .ïu¤{234_`5/Ñ9； ò234
_`5/!PÝ¾Ê、 ~7LMNékx<=>?， .hÜ¿;Sø。 ò>
?Ý(1ÂhGH，.ûW¨3Pè»!v)。
b¸¹ .ûW¨P <Tv)
３ Üí Qä)n±[UP³³¾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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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6oC １０ B¼%6

»§òÌ

，.û¦STUS²³AQS¸¹.±¶·

、vÊ。
ù £tB¾ （１ B）：
（１１） ý60，ËÌ，Qä)n±[U/0[+¬´odnj*。ò[
+j1/`Ý¿;c¹g§¿µ{¼n， ò©j- 、 d7、 ná¨
òW¼ïu、¼iB¾1²A¼ÄxçnL。.ûù £t。
２ 46PQLM （３ '）。
W¨P»v)B¾ （３ B）：
（１２） Îf¿，QS¸¹.±¶·h°¬P³N³、QS¸¹.±®¯h°¬
Ù[I，Q)/0¶·P³\]、 [I。 ·6¨， .è±^1¨
¼iÏÌ、gôº.^Ó[+¼hÝ1òW， .ïu¿;hijkò
1<&§µù 1µ{，ò¬hijkgQ
ä)n±[UP1¨ÑÁ!PÝçnL。 ò>?Ý(1Âh<b¸¹
，.ûW¨P <Tv)。
（１３） ú，Q)/0¶·P³N³、Ù[I，Â1x/`。 ·6¨
，.be¿;¬hijkò1<&§µ1µ{， .ï
u¿;Qä)n±[USø1lmÏÌxçn， ò¬hijkg£%QÑ
1=µ{=6}>ÝçnL。 ò>?Ý(1Âh<b¸¹， .ûW¨P
<Tv)。
（１４） ÚÉô，QP¾，Q)/0¶·/0¨j （´onáj） *。·
6¨，.èq §¿µ{Á， ò¬!W1<&§µ§¿µ{¼
n，òQä)n±[U1=µ{=6}>ÝçnL。 ò>?Ý(1Âh<b
¸¹，.ûW¨P <Tv)。
ç6Îf¿、ú、ÚÉô¼%6 »§òÌ， .û¦STUS²³AQS
¸¹.±¶·h°¬W¨¼ÀÝv、vÊ。
３ 4Z$\27LM （BC） DE%& （３ '）
W¨P»v)B¾ （３ B）：
（１５） 8.6，QS¸¹.±¶· （®¯） h°¬P³\]、Í>P。¼ïu&
'IÙS·hi1»:g， .èbe±we^Ý1¨Ï
Ì、.^òW，ò¬hijkg£%QÑ1/`¿;c¹¼n。 ò>?Ý(
1Âh<b¸¹，.ûW¨PT、]àv)。
（１６） 9:z，QS¸¹.±¶·h°¬P³Ù\]、[I，QS¸¹.±®
¯h°¬P³Ù\]、ÙÍ>P、 [I。 ·6¨， .è±we^Ý1
¨ÏÌ、.^òkg£%QÑ1/`¿;c¹¼n。 ò>?Ý(1Âh<
b¸¹，.ûW¨PT、]àv)。
（１７） ;，QP¾，QS¸¹.±®¯h°¬´onáj （1¨
h°¬W¨¼ÀÝ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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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èq §¿µ{Á，.èñÆ¦¬1
³¾¶¶û，òQ)/0¶·=µ{=6}>ÝçnL， ò1¨ÏÌ、
òW¼dçn.¿;Sø。 ò>?Ý(1Âh<b¸¹， .ûW¨PT
v)。
ç6;¼%6 »§òÌ， .û¦STUS²³AQS¸¹.±¶·h°
¬W¨¼ÀÝv、vÊ。
４ :;<=>%& （５ '）
W¨Pv)B¾ （４ B）：
（１８） <h1，QP¾，oÉÊËÌ¬[I。¼ïu&'IÙS·hi
1»:g，·6¨， ò)¨1g¨/`Ý¬¸¹¿;c
¹¼n，ò§j. AÄÃq §ÁxçnL。 ò>?Ý(1Âh*
b¸¹，.ûW¨3Pèü!v)。
（１９） ú²=，QP¾，oÉÊËÌ¬Ù[I，)¨Bn²¹j、/0
¨j、´oáåjº§jx。 ·6¨， .ïu¿;c¹)¨jkq
Á，ò/0¨j、 Bn²¹j!PÝ§¿µ{¼n、 .è.§B¾
xçnL；ò§j!PÝDEµò&Lµ、 áâ§/` <LÁ、 .b
e.j§¾、öåB¾¼½xçnL。 ò>?Ý(1Âh*b¸¹
，.ûW¨3Pè»!v)。
（２０） t>?，QP¾，oÉÊËÌ¬Bn²¹j*。·6¨，.è
!§j.§B¾， ½.Eg¥ìÝB¾@>§¾/`。 ò>?Ý(1
Âh<b¸¹，.ûW¨P <Tv)。
（２１） @Â1，QP¾，oÉÊËÌ¬§jN.§B。P$ò&'(
)*+,-./0234§Ù5Þà0Q， .be¾~é/tDE&¨µÝ
¼À§ú5。ò>?Ý(1Âh<b¸¹，.ûW¨P <Tv)。
ç6oC ４ B¼%6 »§òÌ， .û¦STUS²³AS·²)h°
¬W¨¼ÀÝv、vÊ。
ù £tB¾ （１ B）：
（２２） AØ，ËÌ，oÉÊËÌ¬Ù[/0B /0¨j*。ò§
j§¿c¹¼n，.¡ÙÙµ{，üV¬¼ºÄ。.ûù £t。
５ Z[h6ijDE%& （３ '）
W¨Pv)B¾ （１ B）：
（２３） ÜQB，S·²)h°¬PlA¾、[I。.ïu&'IÙS·h
i1，ò)ÑT1/`¼<X； òS·²)h°¬§
¨oÉÊËÌ¬)§/`¼nçnL。 ò>?Ý(1Âh<b¸¹， .
ûW¨PTv)。
ç6ÜQB¼%6 »§òÌ， .û¦STUS²³AS·)n"²¶·¬
j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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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Ê。
ù ÇÈÉhB¾ （２ B）：
（２４） ,C，S·²)h°¬PlA¾、Ù[I，)¨´onáj。
ò)§ÑT·6¨，.¿;)¨jk(áÈj~oÉÊËÌ¬§ÑTg
1Q!PÝ¼içn。.ûù ÇÈÉh。
（２５） <D，QP¾，S·²)h°¬´onáj[I。òoÉÊ
ËÌ¬IÙ1ò¿;c¹¼n， .(á'!P1>?s{t
þJ¼uu、<=DE¹¨µ¼nxçn。.ûù ÇÈÉh。
６ ?@A$BC%& （８ '）
¥µÏi^9¤{B¾ （１ B）：
（２６） Î，$%¦¸®¯¬Ù[I，&'»,()*P³Ù\]、[I，
&'()*+,-./0.±c½jÙ[c½、 +,./0³¶*。 /`LÁ，
.ïuq /0.±¨Á， .lmÆ.±§¨/`， ò&'»,
W¨¼ÀÝv

()*1ájg&)+,./0§¿Å¬Zq §¨Á¿;c
¹¼n ２０１７ ! １ " １３ # ~°± <¾¥$%f³^9¤{ .ûUoCçn

。

，
，
。
p$%f³üÈÅ
W¨Pv)B¾ （７ B）：
（２７） ñåE，$%"²¶·P³³¾，$%¦¸®¯¬P³Ù\]、[I，
&'()*+,-./0.±¸¹ºlÙlP。 .ïu&'IÙS·hi1
，ò$%¦¸®¯¬!PÝ§¨&'()*+,-./0.±¼n
çnL；q lm¸¹Á¼n， .hÜj~$%¦¸®¯¬Ó/0.±c½j
iJ¼ýF、.±lm¨Loxçn。 ò>?Ý(1Âh<b¸¹， .û
W¨P <Tv)。
（２８） zGý，$%¦¸®¯¬P³³¾、[/0B，)¨1j。·6¨
，ò)¨jkq Á¿;c¹¼n， ò1j.ºÄ(á2345/Q!P
Ý<=>?çnL。ò>?Ý(1Âh<b¸¹，.ûW¨PTv)。
（２９） "HI，QP¾，$%¦¸®¯¬Ù[/0B 1jI。ò&
'()*+,-./0/`§¿µ{¼n， ò2345/Q!PÝ<=>?
L。ò>?Ý(1Âh<b¸¹，.ûW¨P <Tv)。
（３０） Jí，QP¾，$%¦¸®¯¬"²(¡jI。ò&'()*+,./0.±Ý´o、ùWµòx/`§¿¼n， ò.Iìå=3234/,
ÝçnLL¨。ò>?Ý(1Âh<b¸¹，.ûW¨PTv)。
（３１） ïºÂ，QP¾，&'»,()*Ù[/0B ´oájI、+
,./0§¿Å¬Z*。 /`LÁ， .ïuq 1§¿¨Á， ò
&'()*+,-./0[+óôg§óôÝ§¿%²¼n， ò¿.óô
áåþJ¼dº5/Q!PÝ<=>?L。 ò>?Ý(1ÂhGH，
.ûW¨3Pèü!v)。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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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8|，QP¾，&'»,()*´oájÙI ´o§¿v
*。/`LÁ，.ïuq 1§¿¨Á， ò&'()*+,-./0
[+óôg§óô§¿¼n， P#Nµ{Q.ºÄ(á2345/Q!PÝ¾
~7ék、îx`Ñx<=>?。 ò>?Ý(1ÂhGH， .ûW¨3P
èü!v)。
（３３） K.，QP¾，&'»,()*+,/0jI1 LÏÒÑ*。
.ïuÆ1jkI¡/0´og§¿x/`， ò[+g§óô!PÝá
â¨Lo、MaxçnLL¨， .pq)n.±/0./`。 ò>?
Ý(1Âh<b¸¹，.ûW¨P <Tv)。
ç6oC ７ B¼%6 »§òÌ， .û¦$%fS²³A$%"²¶·W¨
¼ÀÝv、vÊ。
７ ?@JKLM （３ '）
W¨P»v)B¾ （２ B）：
（３４） NÌ|，$%"²¶·P³\]、[I，&'()*+,-./0.
±¸¹ºllP。¼ïu&'IÙS·hi1»:g， ò$%"²¶
·º$%¦¸®¯¬¼ióôgjk¼ïuqÁ、 §¨.±¼nçnL， P
/0.±c½jÓ$%¦¸®¯¬iJ¼ýF、 .±lm¨LoçnxÑÁ
LÁ。ò>?Ý(1Âh*b¸¹，.ûW¨(ªPÁT、(Áv)。
（３５） O[ý，QP¾，$%"²¶·1j*。·6¨，.ºÄ¿;
$%¦¸®¯¬º&'»,()*¼ijkò&'()*+,-./0¡§

，ò¼ijk.(á2345/!PÝ<=>?xçnL。ò>?Ý(
1Âh<b¸¹，.ûW¨PTv)。
ç6O[ý¼%6 »§òÌ，.û¦$%fS²³Aù ÇÈÉhB¾ （１
B）：
（３６） úPý，$%"²¶·P³³¾、Ù[I，)¨1j。·6¨，
ò1j§¨&'()*+,-./0.±¼nçnL。 .ûù ÇÈ
Éh。
８ 4Z61kalmg （２ '）
W¨Pv)B¾ （２ B）：
（３７） Ü[Q，QS)nQÑÄ¶PlA¾、ÒÁÙ>P，)¨)n/0´o
§¿¨j （)n´§[1 ）。 ¼ïu&'IÙS·hi)n/0´o§¿»:è，
ò)n´§[1¾¥)n´§ÑT、 ¾vI.±óôB¾l.&'()*+,
-./0´§1º©1q ´o§¨LÁLçnL。 ò>?Ý(1Âh
<b¸¹，.ûW¨P <Tv)。
（３８） ñÓß，QS)nQÑÄ¶)n/0´o§¿¨j* （)n´§[1
1P）、PÀj\]。¾¥&'()*+,-./0´o§¿ÑT， ¾vI
¿µ{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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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ôB¾l.&'()*+,-./0´§1

，ò©1.ºÄ¬/0

、´o¨µgäÜx<b´o¨µüVçnL。ò>?Ý(1Âh*b¸¹
，.ûW¨(ªPÁTv)。
ç6Ü[Q、ñÓß¼%6 »§òÌ， .û¦S·¸¹©AQS)nQÑ
Ä¶W¨¼ÀÝv、vÊ。
９ Z[$\]61noT_& （１ '）
W¨P»v)B¾ （１ B）：
（３９） J×R，QP¾，S·¸¹©)nP。P ２０１４ ! ８ "b ２０１６ ! ８ "
S·¸¹©)n§¨P,X， ò)n´§[1§¿c¹¼n， ò'ÑTE
èéÓS·¸¹©hiè¼üP、 ¾vI.±óôB¾l.&'()*+,./0´§1º.hÜ¿;©1qÁxçnL。 ò>?Ý(1Âh<b¸
¹，.ûW¨]àv)。
１０ Z[$\]^4T_] （５ '）
W¨P»v)B¾ （３ B）：
（４０） OST，Q§¨©Pl\]、©P，)¨ÃÄv、)n§¨v。¼ï
u&'IÙS·hi)n§¨， ò)n.±§¨/`<X¼à，
.ÁIÙ§¨， ò Ñ§¨v、 $%ÑTÅ¬Z.ïuq §¨Áçn
L；ò)n§¨v、 ÃÄvq §¨Á¿;c¹¼n。 ò>?Ý(1Âh<
b¸¹，.ûW¨]=àv)。
（４１） ÜUV，S·¸¹©õä§¨Å¬ZPl\]、 §¨Ò¾。２０１０ ! ５ "b
２０１６ ! ８ "Q§¨©Ù©P $%ÑTÅ¬Z*， )¨)n§¨v/`。
Px,X，ò)n§¨vq )n§¨Á§¿c¹¼n， .hÜj~$%
ÑTÅ¬ZòÁïG¼ý、qÁ¼nçn，ò&'()*+,
-./0..º)n´§[1¾¥)§ÑTxçnL。 ò>?Ý(
1Âh*b¸¹，.ûW¨P <T、:Ðv)。
（４２） WXí，QP¾，Q§¨© Ñ§¨vvP，２００９ ! １ "b ２０１６ ! ５
"Q§¨©)n§¨vvP。 ò)n.±5/§¨¼n， .(á&
'()*+,-./0..、 )n´§[1¾¥ÑTxçn； .ïuq
ò&'()*+,-./0Ý§¨Á。 ò>?Ý(1Âh*b¸¹， .ûW¨
P <T、:Ðv)。
ù ÇÈÉh@£tB¾ （２ B）：
（４３） õÑ，QP¾，Q§¨©$%ÑTÅ¬Z ¾。ò$%ÑTÅ¬ZÀ
ÝÁïG¼ý，.(á)n´§[1¾çn， òÑTÅ¬Z/`B¾.?
VQÑñê.9«¬Ý !Âh。.ûù ÇÈÉh。
（４４） 6[÷，ËÌ，Q§¨©$%ÑTÅ¬ZÙ*Ö¾。PHE&'()*
+,-./0/`B¾«¬.9>à0Q， .W'?Ý.90tºÄ°。
ùW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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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４５） úYZ，$%f»¼PlA¾、ÙfP，Â/Ñ、Sh²¨、1
xÑÁÝ/`。P&'IÙS·hi1Ñ"»:、 Q¸¹¼n， .
hÜc¹¿;¼ijkgf%QÑIÙ1。.ûù ß。
１２ ./`qr （３ '）
W¨P»v)B¾ （２ B）：
（４６） ëÕ6，efR³³¾、R»¼PlA¾、ÙRP，２０１１ ! ５ "b ２０１６ !
８ "&'R³\]， 'Q，２０１６ ! ４ "b ８ "， ÃÄ*Õ&'R»¼/`。 ¾v
*、¬ ±^&')n.Í¬0+1。 ò>?Ý(1Âh*b¸¹， .û
W¨(ªPÁT、(Áv)。
（４７） [Û，\]R³N³，２０１４ ! ７ "b ２０１６ ! ７ "&'R³N³、ÙRP，
Æ1RP)¨/ÑgüV¾x/`， ÂÓ&'()*ÝJ/`。 ·6¨， ò)
¨jkq §¨Á¿;c¹¼n， ò&'R/ÑgüV¾³¾¶P*+LMN Ñ
¨QÝLÁLçngP±^*+LMN0+1¤QÝ^_``çnL； ò&
')n.Í¬0+1±^¤à0ii¼ 。 ò>?Ý(1Âh<b¸¹， .
ûW¨P <Tv)。
ù ÇÈÉhB¾ （１ B）：
（４８） Úa|，&'RB=N³¶Ù*，２０１０ ! １２ "b ２０１６ ! ９ "&'R»
¼PlA¾、Å¬Z*。P±^&')n.Í¬0+1>eQ， ¾ò 《&'RB
»¼/`Þ》，bêÃõ±^0+1Ý³õö。.ûù ÇÈÉh。

（)） ÓÔàÉUá<=JFG
。.ûW¨ª.Ê/05/[+üÐ²´、ª1å
åvÊ；.ûW¨ ２０００ MNÊc。
２ Qä)n±[U。.û/0[+\ÑSdü!、 ª1ååv
Ê；.ûW¨ ２０００ MNÊc。
３． oÉÊËÌ¬。.ûW¨:J/0§)n/0ÒÑÏÐ²´vÊ； .ûW
¨ １０００ MNÊc。
４ ùúûüôT¬。.ûW¨ªékefgÒÑ+²´vÊ。
５ &')n.Í¬。.ûW¨ªÒÑ-vÊ。
６ iÑ%，Qä)n±[UP³³¾、 [I， .ûW¨voü!!Üe)f
ÃÁÝÊc。
７ ú1，Qä)n±[UÙ[/0B、 /0[+¬[I $%&'()*
+,-./0[+jI，.ûW¨ ２０ MNÊc。
８ ñë6，õQ$¸¬èrÝB、 Í>P， .ûW¨g¼`¨ Ñ1
１ õQ$¸¬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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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Òóô*bÂBvÊ
９． Ühi õQ$¸¬[I

，

，..^、d¨óô1ò， ¿;、
µ{¨óôÝ1/`¼n，.ûW¨voü!!Üe)fÃÁÝÊc。
１０ jÿS，õQ$¸¬$%&'()*+,-./0 Ｄ 45I，.û
ªüÐ.@BÛ²A，g¼¨Û；.ûW¨ ２０ MNÊc。
１１ <h1， oÉÊËÌ¬  [ I ， . û W ¨ v o ü ! ! Ü  e ) f Ã Á Ý
Êc。

（W） âã,ä
，$%f»¼VSTU
`aµ{，ïu[Ëgk>?，ùüÀ÷gøù1/`。
QS¸¹.±¶·h°¬VSTUS²³`aµ{

v

、?@wxy19z

（ü） â÷1lAõG，ùü÷¾.Ê5//`。¤Ùn、¤hij
kg¤.ÊÑQÑbùümM]^Â(¡n， ÔÕ(¡， Ô·(¡~¼¸¢
op!rÇÔ¼q¬ÝlA， L)ïGS.Ê ÑÝVDEð， õrstõ
GguvW，gU1w6üw/`Ýêô。 ¤hijkb¿;QÑ A
hig4 be， ±w1¨ÏÌ， ½ÒÁ¨B¾， 
5/ÙªRb.jÝ¨no， .^d1ò， uuQÑg5
/áâ`Ñ¨zòW。 b¿;QÑP5/à0QÀ÷à0¨g§¿µ{，
§¿`Ñþÿ A4 、Fxg5/Ñ95/。
（»） uu)n.±§¨Ïò，IÙ§¨。¤Ùn、¤hijkbU
)n.±§¨/`yP&ÀMaÝôw， ¿;/0.±、 ã±[、 [+、 5
/、§x¿.óô Az·be， Aq /、 ´o§¿、 /
0.9xfF。S·¸¹©º'½aÏÌbÀ÷áâ§¿µ{， A-， ò(áÝ
çng，QÑºÄSø， <=s7¥@Ps7à0QwáåÝ，
ü\/，Èßà²ü¨f5òQÑù °ò。 "ò)n¤ng§¨
ÝVq¼¿6À÷)n.±/01§¨Ýçn， {)n.±/0
§¨þò，|)n.±/0 Ñ§¨、 no§¨gÙÑ%Ù§¨Á。 bùü
uuá )n/0´o§¿/`Ïò， À÷òS)n/0´o§¿Ý|}¨，
÷¾ò)n´§[1Ýc¹g§¿µ{， Æj~/`Q!PÝMaçn， Xè)n
´§ÏÌÁ¸Â¾ºqÁ¼SôÝáÌ。
（+） ùüdòW，|/0[+é>Q¤Ñ*þÝÁ。¤¼i
Ñ*¨jkbºÄ

òèÓ/0[+x(+é>¼hÝ/0.±¨g

，uu/0[+¼iÝ~4"4、5/å （/）、Û/äÜxòW
è，!/0[+Ý(¡Þ@»:nH。 b/0[+QÑò/0[+

¨ò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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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ÃCèò.±óôÂ，)+QÑ)+ÄÃ
ÝCèò/0[+QÑÂÝ}Þ， ùü|/0[+é>£.±、 [+、
)+5/x¤Ñ¿.óôP/0´o、 ùWµòxÑÁÝÁ。 bÀ÷ò/0[
+RâÝ¨，¿;.±óôÀ÷/0[+Ýà0¨， ¿;/0[+
QÑz·hibegq ÄÃ%T， ÷¾)+¨， ¢+r¨、 ¾)
+gp+。
（5） è.±¨g5/áâ§，wÙ(½§¨µ`I。¤.±óôbïu
- /0è#/,， P.IàÖ×£5gìåÝíî£3/,， báå1
"，ñêègÄÃCèÝ1Ö， bÀ÷ò/0[+、 §óô
q 1íîÝ§¿µ{。 ¤§óôbuu¼i§òW， ÷¾ò½j
áâÝ§B¾:;Ú[§/0BÝ%²g¨， ágñV§/`´o， w
Ù(½5/áâ§¨µ`I。 §ÏÌbïu&'IÙ 《.±/0§è 》
（ＧＢ５０３１９ － ２０１３） x¼i4 ，$òh"òð、9`ðÝ§öºÞ，è
0tg÷¤{5/lm±[、Ò5/Ñ9xßÖ， AIÙ.ÊÍÎµäxòW，
òik/tgikjô AÙ51§。 ò§à0Q(áÝ´ogçn，
§óôbºÄ5/óôSøÈ³{Søíî， ¼SøÝèV.±óôg
Ñ*¨jk。
（） ÙQÑ1，ñV/0[+¨=6。¤.ÊÑQÑb
i/0[+，VW<X[+/01¨Ý<bð， á1
"，uuz0，dòWþJ， À÷¾tì， /0[+QÑ
ò/0[+´ogÁÂÝ}Þ， Ùpq¤1/`。 ¤
.ÊÑQÑ:;Ú¢ã±[ÑT!*ÑÝQÑ， bVW<XQÑIÒèé-=、 
Ñ×OG_ Ý1ÂDE， bÊ¡/0[+ÑTÝÙªRb， ºÄ
SguuQÑlmÏÌ、 ÒÑ±wgB¾ËÌ， }A¶±[、 HÚg5/¤5
¨6üþ，Ó¨wËÄ， Íh/0[+¸nÝlm¨þJ。 b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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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vÐ:!ÙÖ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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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tP*þ¼n， ´§1!P9ýÜEl+b¾ !， òxÂ*b¸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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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ÁÝ1c¹¼ïu， #N§¨{¼ïu， !PLÁ !， ò>?Ý(1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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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ÁÝ1c¹¼ïu， #N§¨{¼ïu， !PLÁ !， ò>?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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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óôq §¨Á¼ïuL， ò>?Ý(1Â§¨ÑÁÝ*b¸¹。
.ûW¨' »]àv)。
３ ¢D，QP¾， Énä0Ì±Å>vÃtÅÙ* §QþÂ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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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ÇÈÉhB¾ （１ B）：
１ ñA，QP¾，R®¯'°.±³.±/0´ovvP。 'ÁI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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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j7Ó'ÝôLiJ，È¬jòWù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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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âÍÎO，.IäÜ¾`Ñ。 ò>?Ý(1ÂhGH， .ûQ»?g
¬j7Ó'ÝôLiJ，È¬jòWù v。
２ 4ª«¬]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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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uq 1¨Á， .IÙáâ`ÑB¾tì， .Pá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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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42N]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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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²A，`!ÂB； .¸ïuq 1¨Á， .ïuIÙ¬1
òW，ò5/áâ¨Lo， Âùâ`ÑB¾ÝìtIÙ¼n， .I
Ù`ÑB¾5/î\/`， .òDEð8=Ý)j)/0áâÆ¨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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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1»:gè， ò1/`¼<X； /`LÁ， ¾~:¼ä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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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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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0_$C³0²Û，NOc*+]^QÛd6=>²teaI，
\`*+]^QÛ²d6。
［２９］ K¿#$sÀ¥¤$s1´DÁ¤ 《ÂÃ$%'<&'ÄÅt-,-Q
（ÆB）》 ²¯Ç （È$,r ［２００２］ ９７ ó）：g、2ilt"#c2iÄÅt-l
。ÄÅt-./6B\``ÛS。 #$sÀÉ®¯#t-ÊË£Ìt-/
'ê，}aIÈ²t-./E#$sÀIDûÍÎ¤t-/`G`;。…
9、ÏíR6BÄÅt-²t-()~Ät²t-./ÐGÝBÄÅt-v
²，MÑJt-ÒÓÔs，?>´íRôÕÖ-。
［３０］《$%»¼Ï*+te,-íR》 8g]gî8 （）、（9） 2：t-F
G0_ÝB÷u*+v： （ ） HI$%»¼Ï*¾、 ïà'<2&'34；
TU*+]^î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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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e*¾FGB$%»¼Ï*¾、ïà'<2&'34=>；
［３１］《$s'<*+]^,-îf》 8]9î：'<t-FG0_H&'lw
sÚ6²*+&~2&'34×Ø@'<$sOÛCD。
'<t-FGü6&t-Ù<6， ¤ÿÚü*+d§¨©²， 0_bj&'FG
|T；=>ô¼²，0_bj&'FGÛÜÝ&'， ?á°º$sFG。 &'F
GÞ|T~ÜÝ&'²，'<t-FG0_á©>´a,1Æ°º。
'<t-FG·t-'<ß0_QM、 Qí·'<$sOÛCD6&t-，
?c$s'<*+]^mt-Q。
［３２］《$s'<*+]^,-îf》 8g]î：&'FGab.±Qcz
FG²*+]^'ê+²。 &'FG0_$CP+*+]^QÛS·*+]^
ÛS，ÛR*+]^íRÛS·éêí<， \`zFG*+]^îV³´4
X²µþ，c³m²$s'<ýBR¤·2*+，?¶·*+®。
&'FG²2i.0_E ³0)4È²./Q， c$s'<2i²
*+&'，d6*+]^QÛS、 *+]^íRÛS·éêí<， [\*+]
^¸ì²>ëì， ?78'<²o¹lwÛR*+&'&， ¬*+d§¨©，
á、x6°º]^*+d§。
［３３］《*+]^Q》 8]¦î：]^}~FG0_$CP+]^*+d§¨©
ª«-ÛS，z 、,-&， á¤ÿ?¬d§¨©。 d§¨©ª«=>0_x6®，?©c)./¯°。
［３４］《$%Q》 8g]^î：$%'<lmnFG_öÉmn'<6²1'<
¤nàg>³04qîV²nFG； á×， lmnÓ6âR²nã， "#}
$sFGs_。&'lmn²，$%'<aä²&'"#ElmnFGåBB。
$%'<lmnFGlmnÓ²âRc$sFG； nFGn
Ó²âRclmnFG。 lmnFG·nFGån'<c$sFGmæ
ÞQ。
õÝlmnFGÉ'<nàg½³04qîV²FG。 õÝnFGÉ±m
n²'<çn。
［３５］《*+]^Q》 89î：]^}~FG"#KLzQ·±Ä>´*+]^²
QM、Qí，NO*+]^,-， $C、 P+*+]^QÛ·*+]^íRÛS，
TU*+]^îV，Wý*+]^CDX$s，Í%*+]^YZ，[\*+]^。
［３６］《]^*+d§°º·èÖ-îf》 8hî：QéFG·ê.ëì·
íîcd§²°º·±QèÖ-。
［３７］《$%»¼Ï*+te,-íR》（$s1t8 １６６ ó） 8]î8g£：
*¾FG²)./、 v*+]^,-./0_ýBÿ!te， .0
_R¤¥。
［３８］《*+]^Q》 8ï]9î：c)./üê)Ù<6，0_ôÈKLzFG
²*+]^íRÛS·éêí<，c,-，¶[ðñ·ëìòó(ì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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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_°«*+]^·，zv'ê³´²*+
]^Çô，Í%*+]^，õOd§¾(·0»Ö-ö。
［３９］《$s'<*+]^,-îf》 8g]hî：$s'<&'/，&'FG
2i,-²./0_c>´*+&'²bj©&'ê)kl、 ê)./ê
mno9:，?Ep3qr[s。
［４０］《*+]^Q》 8^]î：]^}~FG²ab.ÝBzQíR²
*+]^,-v²，t?¤T¶； ÷¤T¶²， Ög{Zöï{Zö÷²ø
£，t]^}~FGÜ^Ü)|ù。
]^}~FG²ab.>/£úQBJ， 5û¤]]^*+d§²， àüý
vÖ；Bþÿ²，±!Q>´íR"#!dQ。
]^}~FG²ab.±/£íR«!dÖø~ývÖ²， å!ø
B~«Ö$»，ïE0QQé]^}~FG²ab.； c¼%、
o&¼%]^*+d§>Q²，'(QzB)]^}~FG²ab.。
8^]gî8g2：]^}~FG²ab.ÝBzQíR²*+]^,v，5û¤]]^*+d§²， E*+]^te,-1Æ±÷uíRÖöø£：
（g） ¤])%d§²，ÖEE¡þ*$9]²ø£；
［４１］《*+]^Q》 8^]î：]^}~FG²*+]^,-./ÝBzQ
íR²*+]^,-v²， t?¤T¶； 5û¤]]^*+d§²， ÛÜ~ý
ã±j*+]^>´²4È；Bþÿ²，±!Q>´íR"#!dQ。
［４２］《*+]^Q》 8g]gî8g2：]^}~FG²*+]^,-öá
*+]^,-./ÝB÷uv：（g） lw~+jzFG*+]^·， x
6®*+]^·=>；
［４３］《*+]^Q》 8^]î：]^}~FG²*+]^,-./ÝBzQ
íR²*+]^,-v²， t?¤T¶； 5û¤]]^*+d§²， ÛÜ~ý
ã±j*+]^>´²4È；Bþÿ²，±!Q>´íR"#!dQ。
［４４］《*+]^Q》 8^]gî8 （g） 2：]^}~FG²ab.ÝB
zQíR²*+]^,-v， 5û¤]]^*+d§²， E*+]^te,-1Æ
±÷uíRÖöø£：…（g ） ¤])%d§²， ÖEE¡þ*$9]²
ø£；
［４５］《$s'<*+]^,-îf》 8g]î：&'FGab.±Qcz
FG²*+]^'ê+²。 &'FG0_$CP+*+]^QÛS·*+]^
ÛS，ÛR*+]^íRÛS·éêí<， \`zFG*+]^îV³´4
X²µþ，c³m²$s'<ýBR¤·2*+，?¶·*+®。
&'FG²2i.0_E ³0)4È²./Q， c$s'<2i²
*+&'，d6*+]^QÛS、 *+]^íRÛS·éêí<， [\*+]
^¸ì²>ëì， ?78'<²o¹lwÛR*+&'&， ¬*+d§¨©，
á、x6°º]^*+d§。
8ï]ï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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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s'<*+]^,-îf》 8ï]¦î：FG)./BQM、Q
í·'<$sOÛCD²， tÜÝ) ３ êö １ Eö÷； =,ô¼²， ßã
)4È`;，５ E0üFG； ÜB¼%*+d§²， '(üFG； Bþÿ²，
±!Q>´íR"#!dQ。
［４７］《*+]^Q》 8]¦î8 （）、（ï） 2：]^}~FG²ab.c
zFG*+]^'ê>÷uv：…（ ） lwÛR?6&zFG*+]^·
Ú-；（ï） e.、zFG²*+]^'ê，á¬]^*+d§¨©；
［４８］《*+]^Q》 8^]gî8 （g） 2：]^}~FG²ab.ÝB
zQíR²*+]^,-v， 5û¤]]^*+d§²， E*+]^te,-1Æ
±÷uíRÖöø£：…（g ） ¤])%d§²， ÖEE¡þ*$9]²
ø£；
［４９］《*+]^Q》 8*/^î8 （g） 2：¤]]^*+d§，c>Q
²]^}~FGbj±±Qm³0²01.Qã， E*+]^te,-1Æ±
÷uíRÖöø£：（g） ¤])%d§²，Öï]{Zö*{Zö÷²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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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2ghijk8 ４ １３ I#Olm
#%,-CDEF

，ô6U¢Rs£¤=O¥ÝQî5¯T/0©
h°¬ü/0h°¬U¢U$}*òÌÖ*ü7ßIk>ý<Ï(1G， 
9¦±gA³ZÝj)®B¶(§lÄ¯，@A １８ BCD、３３ BEF， GHIJKL
１８６１ MN。
>?(1O，PQR、 STUgf³、 f»¼VW<X， ST³¾ÜÑgf³\
]àf、S·§¨[©©Pë³¨、 fP×º©`a<bd， benlm
rB、nrtF¾，ªupq´mµuOg·%¸/`， È{|>?}~， Á
s{St5//Ù， Xy«>?Q{(1。 Úþ、 %þf、 å1、 ñ
ÉÏ、¬=Axf¸¹Çù`a<bd。 HS>?O， Ef³\]àf、 f
P×º©³Ù，ÙfP¬=A^_cd>?áâc¹rs， *Õ¦áâ¶， è®
Ut]F¾；f§¨©©PJ®ºfhijkÂÃ[ÇºÄcSáâc¹>?
vwguO/`。S·§¨[©:{½¾SU¢Rc¹úErsg>?{/`。
îßëðj、´µ[©、STUS²³½a/`lcdáâc¹/`。
S·hiè， If»¼Ãõ，４ " １３ #， A^¦f§¨©©
PJ®lP， f¬_、 §_、 ®¯'°.±_、 îßëð_、 ´§©、 
§¨©、  ò Å、 Ë Ì © g f [ / ¶ ¢ º U ¢ R » ¼ h i Â  Ã [ ¿ À Ý U ¢ R
“４ １３” 5kN9<=>?f»¼{l，ÈÅÆfµU½¾¿À。>?{lÉ
２０１６ ! ４ " １３ # ５ Ä ３８ )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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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

5/ Ｃ１

、:Õ±.、ÏÐ、N.xÑÁÝÒ·¿Ó{/`。I,ÆS·´µ[©z
¯，STU³¶Ò·«¬³¾¶³¾ÜU°、 ±W²SU¢Rc¹>?}~)ÈÈ
ò>?)ÈËÜù £¤， aÍ¡£¤õö； jÅÆS·ËÌQW÷ÓË*Q
WÙ[/0B、êò ¾³XÏSU¢Rc¹ËÌ)È/`。
>?{l “Ö× Ø、 、 Ù>eÚ、 Û<ÙÜ ” Ý}Þ， ßàò
>?áâÁPã{、 æo， ò>(³ZnoÙÙã{gwBÏ¬Q¯ð， {N¼
i²Î、{èáâ[º¬çhiB¾xù )È， ¿I=þn× （ＣＦＤ， ｐｈｏｅ
ｎｉｘ） é8ò>(*nnoù Dâéê， j}>(ÄáâËÌíî， ÈÊhiý<
Ï±[4 [àäå，{|¡>?(1ÝIà、 }~、 B¾FDgGHIJKLxí
î，ïè¡>?ð´g， ña¡òhiB¾góôÝv.û， [Ë¡
>?，È"ò>?}~ºFGaÝçn， ña¡>?Xèú5。 áUhiíî
E£：
ÆËÌ

!

、"#$%

（!） BC9:<=80
（

），

１ Qî5¯T/0©h°¬ ¢£¤¥Qî5¯©
ÚQSîß.±®¯
h°¬Ý²´¬ A^6 １９８３ ! １１ " Û²¨C ４２ ８ $N ÛÙ!

，

，

，

。©¬*b@>N4/0.ÊÑ，Íh²}Ó¯±/05/[+:Ð²´、R
»¬I/0g¬Ó/05/[+´Ð²´； 1/0、 µ±/0、 ¬ÓÓ/0Ò
Ñ+´Ð²´。
２ Qî5¯©ü/0h°¬ （¢£¤¥5¯©ü¬ ）， ÚQî5¯©Ý
²´¬，A^6 １９８０ ! １２ "，Û²¨C ２ ２ $N，ÛÙ!R。©¬*b
@>N4/0.ÊÑ，ÍhR»¬I/0g¬Ó/05/[+´Ð； 1/0g¬
ÓÓ/0ÒÑ+´Ð； µ±/0、 LMN*òÌÖ、 ²}ÓÉ¶/0ÒÑ+·
Ð²´。
３ Qî5¯©ü/0h°¬U¢U$}*òÌÖ* （¢£¤¥U$}*òÌ
Ö*），Ú5¯©ü¬£%Ý¦B)¬， A^6 ２００２ ! ９ "， ÛÙ!U¢R。
©¬ô6U¢Rs£¤=O¥¸&Ó，*n¹ÙC １２ M ｍ ，*±w1»n、Å¬
n、1ngaëº«。
４ »úÂ¼.Ê/0h°¬ （¢£¤¥Â¼¬ ）， ÚBCB"²@µ®Ýh
°¬，èrÝBZè½，A^6 １９９７ ! ７ "，Û²¨ ６７８０ MN，ÛÙ!
»R»ún。©¬*b@>N4/0.ÊÑ、 .Ê(Ñ、 .Ê(·Ñº.ÊÍ
Î、.Ê、(·ÍÎÝª«，Íh¯Î.Ê/05/[+¾Ð、 R»¬I/0
5/[+¾Ð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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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80
，QASªëð¿h°¬VU$}*òÌÖ*
， ：²À=Á²}¶ － ±5/0 １ , （%
Áj)） ８２３ w （¢£¤¥%），Á²ÂÃÁé}¶NÙ6Sº±5/0
 ６ ÄÃ5 ３１６０ w （¢£¤¥ÂÃ ）； .ÚÒÄkbÅÆP8HÓ － QÁ8HÓ
Üóâº¼i/0*ò Ｕ 81 ７６ w （¢£¤¥ Ｕ 81）。
２ /0(+ÿî。２０１６ ! ３ "，U$}*òÌÖ*U%Ý*òq51©g
ÂÃ、Ｕ 81、%ÝJKò/0(+WÂ¼¬5/ （/,);b
２０１７ ! ４ "\g ８ "\）；Uj)ÂÃÝ*òq51©(+WÇ«RõÈ.Ê[¬
5/ （/,b ２０１７ ! ７ "\）；Uj)ÂÃg Ｕ 81Ý*òq51©(+
Wúi¹±Ó/0h°¬5/ （/,b ２０１７ ! ９ "）。
３ *òÌÖÿî。q5§1g Ｕ 81ÚcHIJKLMN}>Ý1ojËÌ。
q5§1P ２２５０ｍｍ b ２７５０ｍｍ，1V ２５００ｍｍ；Ｕ 81P)! ３０ｍ g ４５ｍ，'Q ３０ｍＵ
811V １５００ｍｍ，４５ｍＵ 811V ２１００ｍｍ。 q5§1g Ｕ 81Ý1/i=PÚU
JKÉPJKÊg， muAOSþék， HIü{ðA8Ê。 b>
?(1Ä©，uAq5§1*ò ８３ w，Ｕ 81*ò ４６ w。
１ 

。

¹íî ２０１６ ! ３ "
ÚÒ1*òq51 ３９８３ w 'Q

（)） BC(mnV80
。 U$}*òÌÖ*í¸=P)!1n、 1»ngÅ¬n。
**v±¥ùÑV，ÆR{!Å¬ng1»n， Å¬n ２ v （１ vJLËÌ、１
vJËÌ）， ¹ÙÁ ２１５４ｍ ； 1»n¹ÙÁC ７１２９ｍ ， 'Q： ¾/ËÌ ５ v （４
vJLËÌ、１ v¶(§lÄ¯）， ¹ÙÁ ６１９７ｍ ； ÍB １ § （JLËÌ ）， ¹ÙÁ
 ９３２ｍ 。ÇR{!1n １ A、２ A、３ A、４ A、５ A、 aëº«、６
A、７ AgÎÎn、ÏÐj。
２ 1níî。1n±w ２ 7LMN0Ä1、１ ;JKÀ/*g ７ 1A，
.Ý*b=8±.h0+1、 JKÀ/±.、 k>ý<Ïg=8ékx。 ¤1A
Ý1TÚ：１ A!ÂÃ1A，２ A!ÂÃ!1A，３ A!ÂÃ
1A，４ A! Ｕ 81gÂÃ1A，５ A!ÂÃ1A，６ 
A!%!1A，７ A!%1A。 1nh １７ 7k>ý<Ï， '
Q：１ A ３ 7、３ A ２ 7、４ A ３ 7、５ A ２ 7、６ A ３ 7、７ A ４ 7。
３ 1n ３ Aíî。３ Aô6 ２ Ag ４ AfX， ±JKn、 `Ñ
n、âÑng!1n，PJKng!1n);±h １ 7k>ý<Ï， >?ý<Ï
ô61n ３ AÝJKn。 ÊU$}*òÌÖ*ÓÂ¼¬ÓÔÝ5/ÄÃ
Cè，%、ÂÃg Ｕ 81ÝJKò/0GRk>ý<Ï （.cè ）
xÏÐ±.¦U$}*òÌÖ*ñê，ý<Ï9`/¦Â¼¬ÂÈ'/²。
~x，>?ý<ÏÙ´Ú¦U$}*òÌÖ*ñêWÂ¼¬vIÝ。
１ [þO©í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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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BCbcÌ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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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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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ý<Ïÿî >?ý<Ïô6 ３ 1A A8 ＳＭＪ３０ ５０ｔ ／ ２４ｍ － ２５ｍ
１１ｍ
¦)ÒJø[A *L7a[A ¥L7a[A RÀÓ[A Ô1Ô
*Ô1[A¢ºý< a[AlA >?ý<ÏR¤h¥O ２ l7a l7a£
h ２ la  ８ la 'Q ２ l!ÕL ÕLa¦_òLÒÝÕL)Ï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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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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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ÈIàLÚ! ５９ ÝyA"ýÏgüòLÚ! ２ Ý>E0ÖL

，

。

、
，

，:RÝ

ÕLaùô6>?ý<ÏLÑVÝOÑ ÆÇÕLaAGAOw >?ý<Ï
Ý*b¿áÚ #èý<o ３０Ｔ ×W ２４ｍ ýVW ２５ｍ =aW ０ － １５ｍ ／

：
，
，
，
ｍｉｎ，B< ５４ ５Ｔ；zØÙQ#õßÓÏÐh°¬1，a*$ ２３１２１ ，*$
 ３０１ ；２００３ ! ５ "a*ÈPU$}*òÌÖ*(vI。２０１６ ! ３ " １６ #Iè,
µäÄA，*b@>JKpë/`。
２ ].9íî。5¯©ü¬6 ２００３ ! ８ "VR´o§¿©Å>?
ý<ÏÝ(.fFgvI]å， R´o§¿©!>?ý<Ï±(¡
《:Õ±.vI]å》（Ûrº! ４２１０４４０００２００３０８０００３ ）。２０１０ ! ８ "，~%Ùç
n，U$}*òÌÖ*VU¢R´o§¿©§ÆÅ>?ý<ÏÝvI]å。
２０１５ ! ５ " １２ #，U$}*òÌÖ*¢,\1\©vI!¦VU¢R´o§¿
©§ÆÅ¡{&]，{&!\I。２０１５ ! ８ " １７ #，U$}*òÌÖ*¢1R
b<ÂkI!¦VU¢R´o§¿©§Æ{&]，{&!kI。
３ è,µæíî。>?ý<Ï ２０１０ ! １ "¢¥¦Uf:Õ±.µæUè,µ
（
æ è ２ !µæ １ {），２０１０ !¢O¦Uf:Õ±.µæUU¢µæUè,
µæ，µæËì!ÄA。
４ :Õ±.`ÑB¾íî。 >?ý<ÏÇOvIBÚÂ¼¬ôT/üºÝ。 I
{，üºÝ.IS·èÝì、 .`´§jk±(Ý 《:Õ±.`ÑB¾
å》，Õ³@Ý 《:Õ±.`ÑB¾å》 og。
{(á，U$}*òÌÖ*P,!P:Õ±.`ÑB¾9`ý<Ï\©`Ñ
O.£Ú¦ÒÈÚÛ¦±xYyð¾zgwå@Õ³@ 《:Õ±.`ÑB¾å 》 x
¼Í.9`²Aog`Ñxçn。

（Z） oFpq>rs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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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B¶(§lÄ¯ ２０１６ ! １ " １０ #]± 6 １ " ２７ #]±uA １ "
２８ #IU$}*òÌÖ*äÜÄA １ " ３０ #/BÜF®vI ¶(§lÄ¯¦¶

，

。

，)! ２ § ２ j ２８ X¯、４ l １ jÝ³%¯ （);!Ý¯、
ÞG、ßà¯），¹ÙÁC ６８２ｍ （C¬tÙ ）， .ÊÁC ６３９ｍ （CËÌn»
jÁ），Y ３ 1A １６ ４ｍ。>?(1Ä，¶(§lÄ¯h １３９ B。
２ ®B¶(§。/B®Ý¶(§A! ３ｍ × ６ｍ × ２ ８ｍ， \g¦áJâH、 ã
0Iäåïò、ãÁgkvIîæçÚèéJ¢ºXêÙklA， l¶
(§¢º©¸xl(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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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hXë£Ý¦J

（ ）v

。

80

、ÙÁBLËÌÅæ、wBÏ¯ð、áâ§µ[gDâéêËÜ
xá、²Î，ËÄáâ{å，j}¡>(áâÝËÌíî， ïè>?GPÙD
V!%äD （２１６° ），Dbþ! ２６ｍ ／ ｓ，>?ý<ÏD¦±?ìD! ２４ ２ｍ ／ ｓ。
ÊÓË£Ý

>

、?@³´AB,CDEF$%

（!） BC&,DE
，üºÝ9`>?ý<Ïù JKë`Ñ，/`uAOU>
?ý<Ï\P ３ 1A¦±>?A １１６ｍ v，\ÏOÿhUÚ¦Ò£ÈÚÛ¦
±。b>?(1¥，>?ý<Ïÿh`Ñ。
４ " １３ # ２ Äý， UfESüPC ５００ ¬(ÝíA， aá¡ ８ － １０ Ð、
îD １１ Ð¢o÷ò=ÓË。５ Ä ３８ )å， íAï~Ú Mð>(Ù， Dnåâ
=，îDÝS １０ － １１ Ð。PDn`I£，ý<ÏD¦±V1»n¶(§lÄ¯ÑV
LÈñÀ，WÕàGÝÖ×W， SÝ¦±gAÄ， òÄ©óa¦´S
，SÏV¥G。GOÝý<Ï9j)¶(§lÄ¯，@A®P¶(§lÄ
¯ÝB¾<=FD。
４ " １１ # ２０ － ２２ Ä

（1） ÿ>?]î80
、 Ù*¨ôäxBPÅ¬©¥DÒõöH，
÷ShBøù，úà¦JèS>?ý<ÏGO， ^_)hVoÐáâíî， l
m/B¥áârs。 (áíî <O， 6 ５ Ä ５０ )bejIú¹û)h
１１９ g １２０ ，ÃÄ，LB¾áâBr，saUF¾¬\Urt。 ,X， ¶(§
lÄ¯h ８８ BB ·#。
U$}*òÌÖ*Ù*PÎþÖ

（)） ?{ÉÊ"=XY]î80
，¬=AÙfPgf§¨©、f¬ðX[þxhijk*bÂ
Ã[ºÄcdáâ，c¹>?rs， èûçFDB¾·%， ¦áâ¶û， Ý
QRgf¸¹cddü，j+uOvw/`。
８ Ä ２５ )，U¢R»¼A^áârs[c½j， £±}r、 rt、 Â§、 uO ４
lÒºlå¡ÀYvw/`。１０ Ä ５７ )，U¢R³*bÂÃ[SÝáâ， w
O0ý¤c½>?rsGb １７ ÄrsËª。 ,X， U¢R¬、 ðX、 ®¯'°.
±、§¨、1[1xjk¶ ７ lðXQþ ３４９ $ðXû、６０ 9$\sB
¾g ４０ 7ðXa、７ 71xyæz、３ =8ºa、６ ÀYßüa、１３ rsa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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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r，áâ}ra ５１ B （１８ B´m，３３ EF）。áârs,X，
lm¦ ３ {Â§(O¶，ºÄß>?Ià、úErsgB¾FDxíî。
¿Órs

（W） STUVÝt
，U$}*òÌÖ*º'oÐ¬5¯©ü¬、 Qî5¯©üV、
ÀYÀgÀYvw¨Sô。 U¢R、 s£¤P³、 »¼ÀYg·Sô、 ÀYÀ
å、üV¬ºÄ、rsú5`Í、uO/`Sô。
I£5

（Z） [\]^J_`U~80
、s£¤P³、»¼n¢dpq\]rt、>?FDB¾·%Hmº
¸、´mµ¯ïg¹ºx/`。\]rt、uO¸:l “üòü ” Ýbe，
ªuvwuO/`，áÕ¡ÍÙ!¶þtÝ¤è。
b ４ " ２４ #，１８ $´mµ¯ï、þþ¾、¹ººs·%¢xuO/`
juA。３３ $F¾Q，h １５ $ÆFB¾6>(Í#aU。 ¨b ９ " ２３ #， 't １８
$F¾tÿaU。
U¢R

[

、?@^_sµ

（!） ìPïn
，>?(1¥，>?ý<ÏÝ ４ lÚ¦Òq、hÜÐ¢?N"
，
vI 2v6¦/`ÝÜý~ì。 IÞG¤èð[àäå， >?ý<ÏäLb
¦±gAÄÝWÕà@AGÝÖ×W， GÚCÝËÜ。 {ïè， öÚ
¦Òv6/`~ì，>?ý<Ï¼¶D¦±äLbgAÈG。
ßàò³Ýáâãä、 {å、 éê[à、 Ò·ìå、 ÃÄ)È， {|>?Ý
GH}~Ú：
１ ý<Ï!´S:èÑVÝ÷ò=ÓËMð；
２ ý<ÏÚ¦Òv6¦/`~ì；
３ ý<ÏEDn`I，LWñÀ=， ÇO¦6Wz、 yð=， òÄ©ó
a¦´ G；
４ ®B¶(§lÄ¯v6ý<ÏGèé。
Iáâãä

（1） ðPïn
。 Â¼¬`!>?ý<ÏÙªvIóô，
:Õ±.vI¨ <¼Sô。 ..^Ð.IÙ:Õ±.gô、 t、
ÀYrs¢º(`Ñ¨òW。 #Nµ{¼Sô、 s{t¼Sô， .(
á:Õ±.`ÑB¾P,!PÝ¾z`Ñ !。 :Õ±.áâ¨Lo， .sÒk
１ Â¼¬:Õ±.vI¨¼S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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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Õ±.`ÑB¾Ý²A
u³ù
A²Ù，¹P:Õ±.`ÑB¾¼Í.9`²Aog`ÑÝçn <； .
èlm@ÑB¾ù g¥ìg+Ðì， .hÜ¡:Õ±.zòWg
9`0、DE~û、Xèú5g>?ÀYú5Ý¼i1tgì， .¿
;- 9`0，:Õ±.`ÑB¾Yyð¾z9`。 òlðÓËXè/`ïG¼
½，.HhÜXµú5， .ò5/áâº61nH¡s{， .(á>?ý<
ÏÚ¦Òv6¦/`~ì，.¸ºÄHú5ð7，ò>?(1Âh。
２ U$}*òÌÖ*1*þ¼IÙ。 U$}*òÌÖ*¾lm.±
¶(§lÄ¯，*È.ù £5， .áÕY， .ù hÜ"@H'#
hÜXèú5，!P。 rÐ©*`!>?ý<Ï]vIóô， :Õ±.
vI¨ñL，1¨¼IÙ。 :Õ±.¨g(`Ñ¼iòW
g9`0¼IÙ， vI、 ¨LoLè。 `!(+Ñ， ¢+r¨， ò+óô
§¿µ{¼Sô，s{t¼Sô， .(áP,!PÝ:Õ±.`ÑB¾Yyð
¾zg¼Í.9`²Aog`Ñxçn， (á(`ÑwÒkB¾áâc½xáâ¨
çn.¿;Sø，.ò>?ý<Ïù î\， .èlm:Õ±.`ÑB
¾ù g¥ìg+Ðì， .hÜ¡:Õ±.zòWg9`0、 DE~
û、Xèú5g>?ÀYú51tgì， .¿;- 9`0， ¹Phi
`ÑB¾P,Yyð¾z9`。 òlðÓËXè/`ïG¼½， Áò´ÓË， .
lmHhÜXµú5，.ò5/áâº61nH¡s{， .(á>?ý<Ï
Ú¦Ò.v6/`~ì，.¸ºÄHú5ð7，ò>?(1Âh。
３ 5¯©ü¬òU$}*òÌÖ*1/`·6¨， 1òI
Ù¼Sô，lm1=µ{、 s{t¼Sô， .¸(á£%óô:Õ±.
¨ <ñL、(+1 “¢+r¨” x.IÙ1çn，
ò£%óô:Õ±.`ÑB¾åÖ¤{¼ ， ¹P£%óô:Õ±.`ÑB¾¼Í.
9`²AÝçn <；.èlmòüA¾/ù 1tì； òlð
ÓËXè/`ïG¼½， Áò´ÓË， .lmHhÜXµú5， .ò5/áâº
61nH¡s{，.ºÄHú5ð7、X©>?(1。
４ Qî5¯©1òIÙ¼Sô， ò£%óôIÙ1/
`¿;c¹¼n，1=µ{¼Sô、 ¼P， ËÌlüVÜ¶ºÀxòW
!PñL。
５ U¢R´o§¿©ò>?(1óô:Õ±.§¨¼n， ò'P,!P
Ý:Õ±.`ÑB¾Yyð¾zg¼Í.9`²Aog`ÑxçnL； ò>?(1
óôÝ:Õ±.¾ !{v¼n；ò©R:Õ±. Á§¾þÿc¹¼Sô。
６ U¢Rs£¤IJÖüV© （´o§¿/`1） B ２０１５ !¢ @.ò>
?(1óôù µ{，.¸(á>?(1óô!PÝ..^d:Õ±.gôx
¨òW、:Õ±.$9ñL¢º:Õ±.`ÑB¾Yyð¾zg¼Í
.9`²Aog`Ñxçn。 ò=O¥:Õ±. Á§¾{ “õàâ ” çn
B¾ù

áâ¨

，áâc½B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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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ÄHhÜú5，ñV{B¾ÑT¸n；.¸hÜÆ1U¢R´o
§¿©òaný<ÏÐx:Õ±.vIóô¡§¿¨/`。
７ U¢R'RÃÄ¨©s£)©.oÐµ{è- §¿µ{， òanQ
Ñj§¿µ{qÁ¼Sô， .U>?(1óô#N§¿µ{èé， .(á>?
(1óô!P¾.±¶(§lÄ¯Ýçn， !P§¨u¬Ù_， Pq ÁÑÁ!
PñL。
L

（)） BCñ·
，U¢U$}*òÌÖ* “４ １３ ” ý<ÏG<=>?Úüý~÷ò
=ÓËMðr(Ý<=>?。
I{ïè

`

、p?@e<fgqr,fg:;jGc9z

（!） ËÌ:uvwxAFG （４ F）
，%，１９９０ ! １０ "a1， ËÌ， Â¼¬ôT/、 >?ý<ÏÇOv
IB，Õ³@ 《:Õ±.`ÑB¾å 》 9`ý<Ï， vIu&O.9`0UÚ
¦Ò£ÈÚÛ¦±，' !'¼ 《QBgS® 》 üe+Á5è， °
±<=>?²，ò>?(1ÂhGH。２０１６ ! ４ " ２７ #，Ê 《QB
gS®>K(》 ÃÁ （ü ） è， U¢R¬©s£)©òüºÝÙ5®
>)3。
２ 1äÉ，%，１９５９ ! ５ "a1，ËÌ，Â¼¬½*PU$}*òÌÖ*Ý*
，
¨ ÁÂÂ¼¬Ý1、¨， .q 1¨Á， .lmê
è1zòWgÀYrs*9，.òèÈÙ5¨óô1tgì[ö；
.hÜ¿;、µ{¨óôÝ1/`， ºÄð71， ' !'¼ 《Q
BgS®》 üe+Á5è， °±<=>?²， ò>?(1Âh
。２０１６ ! ４ " ２７ #，Ê 《QBgS®>K( 》 ÃÁ （ü ） 
è，U¢R¬©s£)©ò1äÉÙ5®>)3。
３ A[Ñ，%，１９７４ ! ７ "a1，ËÌ， U$}*òÌÖ*Ï)jÙjP。 .ï
uq Á，ò:Õ±.vI¨ <ñL， ¿;c¹ A- 9`0g¨òW
¼n；ò:Õ±.vIÝ#Nµ{s{t¼Sô， .¸ò©P,!PÝ¾z`
Ñ，ð7>?；:Õ`Ñ¨¼Sô， ¹P=o¼Í.9`²AÝ:Õ±.`Ñ
B¾og，ÃÄ³@ý<ÏvI][、 îH2][， ' !'¼ 《QBgS®
》 üe+Á5è，°±<=>?²， ò>?(1Âh。２０１６ ! ４ "
２７ #，Ê 《QBgS®>K(》 ÃÁ （ü ） è， U¢R¬©
s£)©òA[ÑÙ5®>)3。
４ ;+É，% １９７５ ! １０ "a1， QP¾， U¢U$}*òÌÖ**P、 Â
１ üº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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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üB，ÂÁ/`。.q 1/`Á，.lmc
èÈÙ5¨óô1tgì[ö； .¿;、 µ{¨óôÝ1/`， º
Äð71>?； .Ù5¨óôÝ1>?ÀYrs*9； ¾lmP
>?ý<Ïèé].¶(§lÄ¯， ' !'¼ 《QBgS® 》 ü
e+Á5è，°±<=>?²， ò>?(1Âh*b¸¹。２０１６ ! ４ "
２７ #，Ê 《QBgS®>K(》 ÃÁ （ü ） è， U¢R¬©
s£)©ò;+ÉÙ5®>)3。
ò¢oÏiHú5B¾QÝQP¾g »§òÌ， .û§Ïi
ùíî，mÏi`avO， ¨°¦hióôW¨¼ÀP、 »
v) （CµÏi~è ¨ýKB¾）。7¢oB¾/，ò6'°º>?ÝB¾ÚW
ÌA¼²，¦Ïie^¡{。
B

（1） ,äÓÔÕÖ、ÉÖU×FG （２０ F）
（９ '）。
（１） ,Û，%，１９６７ ! ７ "a1，QP¾，１９９６ ! １０ "P，１９８９ !¿À/
２０１２
，
`
! ５ "b-Qî5¯©[§ ¨jI。 q 1¨Á
¼Sô，ò£%óô1¨/`Ýc¹g§¿µ{¼Sô， ò>?Âh<b
¸¹。.ûW¨PTv)， ÈQÑôLI/Ý¼iè， ¦¼iQÑW
¨¼Í6 »TÝv)。
（２） AÕ+，%，１９６８ ! ８ "a1，QP¾，２００１ ! ２ "P，１９９０ ! ７ "¿
À/`，２０１４ ! １２ "b-5¯©ü¬[I、 BrÝ。 IÙ1zò
W、1ò¼Sô， ò¨jk§¿µ{¼SôÝçnL， òU$}
*òÌÖ*/B¾z`Ñ、¾.±¶(§lÄ¯、 ìt/`¼SôÝçnL，
ò>?Âh<b¸¹。.ûW¨PTv)， ÈQÑôLI/Ý¼iè，
¦¼iQÑW¨¼Í6 »]àÝv)。
（３） Úù，%，１９７０ ! １１ "a1，QP¾，２００３ ! ５ "P，１９９２ ! １ "
¿À/`，２０１２ ! １ "b-5¯©ü¬Ù[I， )¨1/`。 1
§¿¨qÁ¼Sô，ò1/`¿;µ{¼Sô， òU$}*òÌÖ*!P:
Õ±.`ÑB¾¼Í.9`²AÝçnL， ò>?Âh<b¸¹。 .ûW¨P
 <Tv)，ÈQÑôLI/Ý¼iè， ¦¼iQÑW¨¼Í6 »]=
àÝv)。
（４） Î@，%，１９７３ ! ９ "a1，QP¾，２００３ ! １２ "P，１９９６ !¿À/
`，２０１５ ! ７ "b-5¯©ü¬[§ ¨jI。 q 1¨
Á¼Sô，ò£%óô1¨/`Ýc¹g§¿µ{¼Sô， ò>?Âh<
b¸¹。.ûW¨P <Tv)， ÈQÑôLI/Ý¼iè， ¦¼i
QÑW¨¼Í6 »:ÐÝv)。
（５） ù./，%，１９６８ ! ９ "a1，QP¾，１９９９ ! ２ "P，１９９０ ! １ "¿
１ k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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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ÙPÝ1
Ñ"»:¼n，òQÑvj、 Á/1a0tgì/`¼Sô， ò¾.
±¶(§lÄ¯ !¼ò©、 ¼?， ò>?Âh<b¸¹。 .ûW¨P <
Tv)，ÈQÑôLI/Ý¼iè，¦¼iQÑW¨¼Í6 »:ÐÝv)。
（６） %Û¨，%，１９７７ ! ９ "a1，QP¾，１９９９ ! ７ "P，１９９９ ! ７ "¿
À/`，２０１５ ! ６ "b-U$}*òÌÖ*Ù*P， )¨1。 q 1
¨Á¼Sô，lmÙ51¨òW¼Sô， lms{t¼n， .¿
;IÙ>?Xèú5，ò:Õ±.`ÑB¾¼Í.9`²AÝçnL， ¾.±¶
(§lÄ¯，ò>?Âh*b¸¹。 .ûW¨P <Tv)， ÈQÑô
LI/Ý¼iè，¦¼iQÑW¨¼Í6 »(ÁÝv)。
（７） JÛ，%，１９６１ ! ６ "a1，ËÌ，２０１５ ! １０ "b-U$}*òÌÖ
*Ù*P，)¨Ï)j。 ò±.1/`¿;µ{¼Sô， ¿;IÙ¨òW、
9`0¼n，òóô!P:Õ±.`ÑB¾¼Í.9`²AÝçnL， ò>?Â
h<b¸¹。QÑôLI/Ý¼iè， ¦¼iQÑW¨¼Í6 »:ÐÝ
v)。
（８） ú¹û，%，１９８７ ! １０ "a1，ËÌ，２０１５ ! ９ "b-U$}*òÌÖ
*jjP。q 1§¿¨、 ¿;µ{Á¼Sô， s{t¼
n，lmtì¼Sô， .(áóô!P:Õ±.`ÑB¾¼Í.9`²AÝ
çn，ò>?Âh*b¸¹。 QÑôLI/Ý¼iè， ¦¼iQÑW¨¼
Í6 »(ÁÝv)。
（９） ñv，%，１９７５ ! ４ "a1，ËÌ，１９９６ ! ７ "¿À/`，２０１４ ! ２ "b
-U$}*òÌÖ*Ï)jjP。 lmIÙ±.µ{/`¼n， òÏ)j/`¿;
µ{¼Sô，/`LÁ， ò>?Âh<b¸¹。 QÑôLI/Ý¼iè，
¦¼iQÑW¨¼Í6 »TÝv)。
２ RTº»P'f （５ '）
（１０） J1z，%，１９７１ ! ３ "a1，QP¾，１９９２ ! １１ "P，１９９３ ! ７ "
¿À/`，２０１４ ! １ "b-U¢R´o§¿©:ÕÏ)±.§ÖÖP。
òs£¤´§1§/`c¹¼n， ò£%/`¨、 ¿;¼Sô， ò>?(1
óô:Õ±.`ÑB¾¼Í.9`²AÝçnL， ò>?Âh<b¸¹。 .û
W¨P <T、 »]=àv)。
（１１） 2·|，%，１９７４ ! １２ "a1， QP¾，１９９５ ! １０ "P，１９９７ ! ７
"¿À/`，２０１０ ! ２ "b-U¢R´o§¿©:ÕÏ)±.§ÖÙÖ
P （'X：２０１０ ! ２ "b ２０１６ ! ２ "Âý<ÏÐ§/` ）。 òs£¤´§1
§/`c¹¼n，òý<ÏÐ±.§/`¿;µ{¼Sô， ò>?(1
óô:Õ±.`ÑB¾¼Í.9`²AÝçnL， ò>?Âh<b¸¹。 .û
W¨PT、 »]àv)。
（１２） ýß3，%，１９７１ ! ９ "a1，"4，QP¾，２０１３ ! １１ "P，１９９２
À/` ２０１５ ! ８ "b-U$}*òÌÖ*P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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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¹¼n，òý<ÏÐ±.§/`¿;µ{¼Sô， ò>?(1óô:
Õ±.`ÑB¾¼Í.9`²AÝçnL， ò>?Âh<b¸¹。 .ûW¨P
T、 »]àv)。
（１３） Ö5，%，１９７０ ! １２ "a1， QP¾，２００５ ! １２ "P，１９８９ ! ８
"¿À/`，２０１２ ! ４ "b-U¢s£¤Iü©Ù©P s£¤´§11P。 lm
IÙ:Õ±.µ{/`¼n， .(á>?(1óô:Õ±.`ÑB¾¼Í.9`
²AÝçn，ò>?Âh<b¸¹。.ûW¨P <T、 »:Ðv)。
（１４） 6ÖU，%，１９８１ ! ９ "a1，QP¾，２００９ ! ４ "P，２００４ ! ７ "
¿À/`，２０１５ ! １１ "b-U¢Rs£¤Iü©-Z* s£¤´§1Ù1
P。lmIÙ:Õ±.µ{/`¼n， .(á>?(1óô:Õ±.`ÑB¾¼
Í.9`²AÝçn，ò>?Âh*b¸¹。 .ûW¨(ªPÁT、 »(Á
v)。
３ /_º»P'f （６ '）
（１５） ñ7%，%，１９６８ ! １１ "a1，QP¾，１９９６ ! １２ "P，１９８６ ! １１
"¿À/`，２０１６ ! １ "b-U¢R'RÃÄ¨©s£)©©P。 ò¾.±§
¿µ{/`¸¹¼n，ò¼i)¨¸¹g/`B¾LÁçnL， ò>?Âh<b¸
¹。.ûW¨P <T、 »]àv)。
（１６） 6X¸，%，１９７８ ! ６ "a1，QP¾，２００５ ! ７ "P，２００１ ! ７ "
¿À/`，２０１６ ! １ "b-U¢R'RÃÄ¨©s£)©Ù©P。 )¨{-
»Qþ，IÙ¾.±§¿µ{/`¼Sô， ò»Qþ/`¿;¼n， òQþ/`B
¾LÁçnL，ò>?Âh*b¸¹。.ûW¨(ªPÁT、 »(Áv)。
（１７） Úi|，%，１９７０ ! ４ "a1，QP¾，１９９７ ! ９ "P，１９９２ ! ３ "
¿À/`，２０１５ ! ８ "b ２０１６ ! ４ "U¢R'RÃÄ¨©s£)©{-»Q
þþP，２０１６ ! ４ "b-U¢R'RÃÄ¨©s£)©{-QþþP。 l
m¡¾.±§¿µ{/`¼Sô， .(á>?(1óô!P¾.±¶(§lÄ
¯Ýçn，/`LÁ，ò>?Âh<b¸¹。 .ûW¨P <T、 »:Ð
v)。
（１８） ñ8(，%，１９６８ ! ７ "a1，QP¾，２００２ ! ３ "P，２００８ !bU¢R'RÃÄ¨©s£)©{-»QþlP。 .ïu¡¾.±§¿µ
{，.(á>?(1óô!P¾.±¶(§lÄ¯Ýçn， /`LÁ， ò>?Âh
<b¸¹。.ûW¨P <Tv)。
（１９） Aô9，%，１９７１ ! １ "a1，QP¾，２００２ ! ４ "P，１９９０ ! ７ "
¿À/`，２０１４ ! ３ "b-U¢R'RÃÄ¨©s£)©Ù©P。 )¨-®，
ò-®À©Ý¾.±§¿µ{/`¿;¼n， ò>?Âh<b¸¹。 .
ûÇÈÉh。
! ７ "¿À/` ２０１２ ! １ "b-U¢R´o§¿©:ÕÏ)±.§Ö
ÙÖP 'X ２０１６ ! ２ "b-Âý<ÏÐ§/`
ò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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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O:4，%，１９６７ ! ８ "a1，QP¾，２００６ ! ６ "P，１９８５ ! １１ "
¿À/`，２０１４ ! ３ " b -  U ¢ R ' R Ã Ä ¨  © s £ ) © c ½  W ® Ù ® P
（２０１３ !b-Â-®Á/`）。ò-®À©Ý¾.±§¿µ{/`qÁ
¼Sô，.(á>?(1óô!P¾.±¶(§lÄ¯Ýçn， ò>?Âh<b
。.ûÇÈÉh。

（)） ,äÓÔàÉUá<=JFG
１ ç6U$}*òÌÖ*º'*bÂBò>?(1Âh

，.ûf§¨

《QBgS1》 xÝè，òU$}*òÌÖ*º'
*bÂBÙ5 »v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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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DEõGÁ。U$}*òÌÖ*gÂ¼¬òlðÓËXè/`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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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Á，ÙªvIóôÂ¼¬:Õ±.vI¨¼IÙ， ..^
:Õ±.gôx¨òW， P,!P:Õ±.`ÑB¾Yyð¾zg¼Í.
9`²Aog`Ñxçn，QÑlmÝµ{=6}>。
（+） .òÖ.ËÌ*Èù £5。U$}*òÌÖ*U®B¶(§lÄ¯±
wPý<ÏGèé， .Ó`ÑnáÕ½àÝY， .ù hÜ"@H
'#hÜXèú5，À<¡>?ÝKOÜ。
（5） 1 “¢+r¨” çnMa。U$}*òÌÖ*ò/+/0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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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 ¼iÁ¸jk§¨ñô。´§jk.¸(á>?(1óôP,!PÝ:Õ±
.`ÑB¾Yyð¾zg¼Í.9`²Aog`Ñxçn， 'RÃÄ¨jk.¸º
Ä(á>?(1óô*n!PÝ¾.±¶(§lÄ¯ !， PvU$}*òÌÖ
*A!»¼jk#Nµ{{Ýu¬Ù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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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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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À÷ý<Ï¨。ý<ÏvIóôb AIÙý<Ï¨¤ò
W，.^$9，uu9`0， ±^¨ÏÌ@.¨B¾，
è,ù ð¸µä，À÷#Nµ{gsáü； b AIÙý<Ï`ÑB¾
ÕåogòW，²ÙÈáý<Ï`ÑB¾²AåuÙ、 hÜ； bïupqlðÓ
Ë Ö¥Ýs{/`， ýý<Ï`ÑèéB¾¶âG， áý<ÏÚ
¦ÒxÞDXä(wq、 hÜÈv6/`~ì， A- ý<Ï¨òWgg
ô9`0，IÙXèú5， áB¾g±.。 f´o§¿©bª«l
m¡:Õ±.¸o “¦t¾ ” Ò L， <&Ä:Õ±.`ÑB¾Yyð¾z
g¼Í.9`²Aog`Ñxçn， j+IÙlðÓË£ÝXèú5， Xx
y>?Q{(1。
（»） è5/áâÖÄ.± !。¤y/0.±óôbÀ÷5/áâ¶(§lÄ
¯、(>»L¯xÖ.¯Î （ËÌ、Å¬I¯、ÍB、ÞGx ） Ý¨， Å¬、
1»nÝ*ÈÀÍfÄbe， U5/áâÝÅ¬、 1»nÓ`Ñn)±w， È
áÕY；b.^ÈIÙ5/áâ¶(§lÄ¯、 (>»L¯xÖ.¯ÎÝ
DE£5ºÒµ{òW， ávI。 ò!P <Ý.Ê5/Ö
.¯ÎbÔ~IÙ;<、~7、(Bx÷òú5， õrËCËF>?。 f®¯'°.
±_bª«òèÀ÷f.Ê5/áâÖ.¯ÎÝ¨è， ùüè5/á
âÖÄ.± !。
（+） À÷lðÓËXè。¤Ù、¤jkgóôbIÙ 《ËÌ》、 《U
fËÌlX= 》 xhiè， À÷ËÌl§æ*、 *TüV(Og、
X£ýl、ËÌÀYá、 B/ÓËxËÌlX=/`， b÷¾ÈIÙlð
ÓË¸>(>?ÝDE£5g*T， À=ËÌlX=WG«g?ºnW， ñV
¬Ì'Ú<&QÑÝXlýlõG。 b¿;ËÌlX=<&QÑuuÀòl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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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À÷/+/0¨。(+óôbÀ÷/+/0º/+þÿÝ¨，
÷¾à0¨µ，U)+,gÆ`þÿQÑ¨þJ， õr¢+r¨、 ¢Êr¨g
¾)+、jjp+áÌ； b¿;/+þÿIÙ1， wÙÀ÷`ÑáâÝ
¨， ¾zc½、¾z`Ñ、 ¾òôLÝ !； b÷¾`ÑB¾Ý
ìt，ÁIÙÕåogg3ìOogòW； bPB¾¶âGx<&jô、
ikgôz DExÐ¨µgs{t?<*Xð/`Ïò， ºÄð7¤y
，ñá¸ng>?*X¸n。
（） À÷QRjÁQÑ1/`。Qî5¯©b@]、TïPA，I>
?TdG%¤ÐQÑ， â÷1õG， ¿;G%¤ÐQÑwÙIÙ1
*þ，wÙi1IÙSáâ、 2lggô； bè1IÒ !， ÷
¾áâ¨，¼îøùguuQÑ1¨þJ； b.^ÑôÝDE
¨µgB{、Bø、BÝs{tþJ， BnpSDEFGºÄSô、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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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A¡¶ûb，be¼ijkÀzÅ¤， uu¼ifF。 .±óôñ·×û
FwÑh°¬¢WSRB»¼¼idgúE!¦， Pÿh`.
±/åÝ¥ñ£，¢ñ·×Ý¯Ù(h°¬Ý$%ÓEäH.Ê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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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n。>?ÍÄíîzî¸Ú~ý`Ñno!)¸<， rxv!4>ý<Ï
ÏÝ}n，?ë`Ñ¸W{¿Iîgýu\6áâc½B¾ÓÏÝ]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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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ÒÀhÝL`ÆnÄ，ý¼SÀhÝ)Òás`I （wî)LÏ)¹ ）， Y_oÝ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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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µ{¥eH/õfw1x.Ì。 >?(1O， n§©、 R.±/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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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5/B¾õGÁ，Pý¡.)¸<6f¥@>`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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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aÌ'.±Ññ·×ûFwÑh°¬Pÿh`.±/å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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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û1§¿¨jk 《QBgS1》 hi
èò'Ù5 »v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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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Ww5/²´ÝEäH.ÊôTh°¬； /05/ÿh§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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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ÍÓ?>ùâ5/。b>?(1ÄuA©=ØZ １０００ l， hJKÉ
ÝÀsØZ ５０ Ê，ÙvÝ ＣＦＧ Ø ７００ tÊ，:=< １７０ tV。
５ " １７ #，Â/ÑnÃÄ-=þ9.xBS=Gn=I·»,j
¡jù¡íî，/`$»F¬.`.±/0öåg5/åå， }«
WhiB¾.`.±/0öååx¼`/.±。
５ " １９ #，Â=I·»、 +,Ø`ÑÝØ/0þþPOfPlmÝ5/
B¾xU(1>?Ý)§HAß)O"vI。
６ " ２５ #，Q»$¬Ý/0"Wµ{ºlò=Gn=I·»,ù È
{Ä(á “»,Ö)wXeú5” ÝçnÈ£ÝSøßWó， be$»F¬6 ７
" ２ #¥IÙSø。
６ " ２６ #，$»F¬lmù¶·¬、 $§¬¦/`¶， ¶o
caòü、»Ð)§bpqXÒ、s/`。
６ " ２７ #，OfPlmÝ=I·»、 +,Ø`Ñ/0þÝ5/B¾ñWfv
I/ÙoÝXYJKâòI6ás)§ÝJKÉ。
６ " ２９ # ７ Ä ３０ )å，OfPlmÝ=I·»、+,Ø`Ñ/0þÝ5$5
/B¾U  （%， ４７ I ）、 ñ W f （%， ３７ I ）、 Í ë 6 （%， ３４ I ）、 Ü ï =
（%，４５ I） PHIJKÉù [)§Xs`Ñà0Q(1')，@AU、ñ
Wf、Íë6+BCD，Üï=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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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Pïn
、áâãä、çèºÒ·Ý)È，>?{lïè：Pù
)§Xs`Ñà0Q， 5$/B;ëÝJKÉZòSwásHZ、 <³HÙºl
)ásÒÝ)§¹PJKÉ_)Ú(1')>?Ý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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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ù¶·¬

，ÓÔ=I·»、+,Ø/05/ÄÃ，ÈU.±
¾)+WBCBOfP； ò5/áâñvµ{{， .ºÄ(ágð7(1>
?)§!PÝ9çn。
a²´å\WúÂN

３ $§¬

，[§/0B、jârÝ.SgqÁ，áâ§B¾
K[§rÝüBÐÃÄ .±óôÝ´oÒÑ[§； .q §óôÁ， P|W
©/0.Å.Ê/05/ååÝíî£， ÿhò©5/óôÝ5/ !， .UÔ
üíîoW.± »*¨jk。
..^d¨þJ

４ $[+¬

。òù¶·¬Ý¨
ñL；.ºÄ(ágð7(1>?)§!PÝ9ç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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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ôò5/áâÝ1

５ =Gn'R¨ÃÄ-jk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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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ÑnÃÄ-=þ.ïuq
ÓFR'R¨¼ò¶Q »vÊ
２００７ !F» １１１  xßÖèÝèÁ ò(áÝ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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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öåÝ=Gn=I·»,ØBù
ÙhÜÝú5¨¢ò©g{v
６ =Gn.±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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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F!P

=Gn.±/0´o§¿¨Àþÿhï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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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Râ§¿¨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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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¼n，ò$»F¬.`5/ååØB5/Ý
!ÿhºÄ(ágò©；IÙ 《a(ÝßW 》 （F=PÅ( 〔２０１８ 〕 ２４  ） be¼S
ô，òn¯Î.ÊgR»±5/0¡ÝÒµ{¼n， .ºÄ(ágò©=
Gn=I·»,!P¼èq è.±0tØB/、 ¾)+、 a²
´x !，Pv¦¾.± !ÕFb>?(1。
{{¼Sô

７ ÓF=GÂ/Ñn¨³¶

《a(ÝßW》 （F=PÅ( 〔２０１８ 〕 ２４ ） ¡an.±/0¸oÒS
t/`¼Sô，.ºÄ(ágò©$»F¬¾(+ !； Õa 《a(ÝßW 》
（F=PÅ( 〔２０１８〕 ２３ ） ßÖèbeµ{=Gn=I·»,，ü£Ý^
_\©5/Ýáâvú5~è\， 2.HhÜú5v©5/áâIÙ\©5/Ý
c，Pv©5/ÕF5/b>?(1。
I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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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ËÌ:U~¥:ÑÒF
，°±<=>?²，6 ２０１８ ! ９ " １２ #¥¬Ïiáç¤。
２ gþö，ù¶·¬=Gn=I·»,I， °±<=>?²，
6 ２０１８ ! ９ " １３ #¥¬Ïiáç¤。
３ ùSö，$»F¬=Gn=I·»,[I1， °±<=>
?²，6 ２０１８ ! ９ " １２ #¥¬Ïiáç¤。
４ õL|，$§¬=Gn=I·»,[§/0BrÝ， °±<=
>?²，6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２ #¥¬Ïiáç¤。
１ OfP

（1） ,äÓÔÉU×ÑÒFG
《QBgS§》 《¬ÁB¾»Tv), è》 Ýhiè，.
ûò£IB¾¨¢»Tv)：
１ 9.，Â/ÑnÃÄ-=þ=þP （?ÖÐ ）， .ïuq
《ÓFR
'R¨¼ò¶Q »vÊè 》 （２００７ !F» １１１  ） xßÖèÝ
èÁ，ò(áÝan.`.±/0öåÝ=Gn=I·»,ØBù
/.±Ý¾ !.HwÙhÜÝú5¨¢ò©g{v； ò6'ï¨³
¶¸¹ÔÂ[îÅÝ¿;、µ{=Gn=I·»,IÙ^_\©5/cÝ/
`IÙ¼Sô，.HhÜú5v©5/áâIÙ\©5/Ýc， Pv©5/
ÕF5/b>?(1；ò>?Ý(1PÄ.Iöå¦.±gIÙ¸¹îÅ/
`beÑÁÂhGH，.ûW¨»T]àv)。
２ ÔM|，=Gn'R¨ÃÄ-©Ù©P （ÙvÐ ）， )¨Å¬Z、 B>Ö
gÂ/ÑnÃÄ-=þxóô，òÄ.Iöå¦.± !Ý/`¿;、
《ÓFR'R¨
µ{、c¹¼n，ò)¨ÝÂ/ÑnÃÄ-=þ.ïuq
¼ò¶Q »vÊè》 （２００７ !F» １１１  ） xßÖèÝèÁí
îL，Pv¦¾.± !ÕF!P。 ò>?Ý(1PÄ、 {v¦.±ÑÁ
ÂhGH¸¹。.ûW¨'»TTv)。
３ <I，=Gn.±/0´o§¿¨Àþ§¿üÖÙÖP （*Õ/` ），
>Ñ$ò，IÙ 《a(ÝßW 》 （F=PÅ( 〔２０１８ 〕 ２４  ） be¼Sô， òn¯
Î.ÊgR»±5/0¡ÝÒµ{¼n， .ºÄ(ágò©=Gn=I·
»,!P¼èq è.±0tØB/、 ¾)+p+x !， Pv¦
¾.± !ÕFb>?(1。 ò>?Ý(1P{v¦¾.±ÑÁÂhGH§¨
，.ûW¨»T]àv)。
４ q\ß，=Gn.±/0´o§¿¨ÀþRâ§ÖÙÖP （*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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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ò，ÿhïuq .ÊRâ§¿¨Á，µ{{¼Sô，Ä¦.
±¼n，ò$»F¬.`5/åå， ØB5/Ý !ÿhºÄ(ágò©，
Pv¦.± !ÕFb>?(1。 ò>?Ý(1PÄ¦.±ÑÁÂhGH§¨
，.ûW¨»TTv)。
５ Vï]，=Gn.±/0´o§¿¨ÀþÙÀþP （?ÖÐ ）， >Ñ$
ò，)¨§¿üÖ、 §¿»Ö、 Râ§Ö。 /`QqÁ¼n， ò)¨ÝRâ§Ö
`

Ýµ{{/`º§¿üÖòn¯Î.ÊgR»±5/0¡ÝÒµ{/`

、µ{、c¹¼n，ò)¨ÖZq /`Á¼nÝíîL，Pv¦¾.
± !ÕFb>?(1。ò>?Ý(1PÄ、 {v¦¾.±ÑÁÂhGH¸¹
。.ûW¨'»TTv)。
６ ÜU，ÓF=GÂ/Ñn¨³¶§¿¨jÙjP、 Â/Ñn¨³
¶1§¿¨Å¬ZÂB （ÙÖÐ），>Ñ$ò， IÙ 《a(ÝßW 》 （F=
PÅ( 〔２０１８ 〕 ２４ ） ¡an.±/0¸oÒSt/`¼Sô， .ºÄ(ágò
©$»F¬¾(+ !， ò>?Ý(1PIÙn³、 n»¼j+ÝÒSt/
`ÑÁÂhGH，.ûW¨»T]à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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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ã9:ÑÒFGJ<=ÓÔU~,ä
，=Gn.±/0´o§¿¨ÀþÀþP （ÙvÐ）、 =Gn.
±¸o1e# LÒStµ{¸¹ºlÙlP， >Ñ$ò， ÂÀþÁ/
`。/`Qq Á¼Sô，ò£%ÀþÙÁ¸¹ºÖZÂBqÁ¼nÝíîL，
Pv¦¾.± !ÕFb>?(1。 ò>?Ý(1P.± Ñ§¨ÑÁÂh*b
¸¹，.ûW¨'ÇÈÉhv。
２ ÔM^，=Gn.±¨³¾¶Ù* （ÙvÐ ）、 =Gn.±¸o1
e# LÒStµ{¸¹ºllP， »$， )¨=Gn.±/0´o§¿¨
Àþxóô。ò=Gn.±/0´o§¿¨Àþ/`¿;、 µ{¼Sô， ò
=Gn.±¸o1e# LÒStµ{/`¡¸¹¼n， Pv¦¾.
± !ÕFb>?(1。ò>?Ý(1P.± Ñ§¨ÑÁÂh<b¸¹， .û
W¨'ÇÈÉhv。
３ ÔÂ[，ÓFRÂ/_h°¬Ù[I （ÙvÐ ）， QÑ$ò， =G
Â/Ñn¨³¶P³Ýs)¨1§¿¨Å¬Z。 ò)¨Ý1§
¿¨Å¬Z 《a(ÝßW》 （F=PÅ( 〔２０１８ 〕 ２４  ） ¡an.±/0¸
１ Á$

oÒStºîWÂ/ÑnÃÄ-=þÅ=Gn=I·»,wÙIÙ

、µ{¼Sô，ò¼i/`ÂB¾q /`Á¼SôÝ
í}L，Pv©5/ÕF5/b>?(1。 ò>?Ý(1P§¿¨ÑÁÂh
GH¸¹，.ûW¨'ÇÈÉhv。
４ $»F¬!P¯Ù(²´å\à,OèF@>¯Ù(IÒ»L；
U5/¾(+Wù¶·¬； .q .±/0¨.±0t， P.`
\©5/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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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Ý(1Âh。$»
《QBgS1》
F¬èrÝBñâ`!QÑ*bÂB.q
èÝ1¨Á， .ºÄð7¨óôÝ1>?， ¹P(11
>?。
 《QBgS1》 g 《1>?g{v 》 x
hiÝè，.û¦=Gn§¨©ò$»F¬v¢ ５０ MNBÝ
»vÊ，ò$»F¬*bÂBñâv¢ ２０１７ !W!Ü ４０％ ÝÊc， [
B ３０２６４０ ２ N。
５ ù¶·¬!Pa²´å\WúÂN， ÓÔ=I·»、 +,Ø/0
5/ÄÃ，ÈU.±¾)+WBCBOfP； ò5/áâñvµ{{， .º
Ä(ágð7(1>?)§!PÝ9xçn。 ò>?Ý(1Âh。 ù
《QBgS1》
¶·¬èrÝBJÉ3`!QÑ*bÂB.q
èÝ1¨Á， .ºÄð7¨óôÝ1>?， ¹P(11
>?。
 《QBgS1》 g 《1>?g{v 》 x
hiÝè，.û¦=Gn§¨©òù¶·¬v¢ ５０ MNBÝ
»vÊ，òù¶·¬èrÝBJÉ3v¢ ２０１７ !W!Ü ４０％ ÝÊc， [
B ２８３４３ ６８ N。
 《ÓFR.±/05/¨ 》 Ýè， .ûR.³ðù¶·¬
PF¿À"4»L １２ l"Ý²A。
 《.Ê5/QÑ1åå¨è 》 Ýè， .ûR.³,ù¶
·¬1åå ９０ #。
６ $§¬!P..^d¨þJ， [§/0B、 jârÝ.Sg
qÁ，áâ§B¾K[§rÝüBÐÃÄ .±óôÝ´oÒÑ[§； .q §
óôÁ，P|W©/0.Å.Ê/05/ååÝíî£， ÿhò©5/óô
Ý5/ !，.UÔüíîoW.± »*¨jkxçn。 ò>?Ý(1Âh。
《QBgS1
$§¬èrÝB÷äK`!QÑ*bÂB.q
》 èÝ1¨Á， .ºÄð7¨óôÝ1>?， ¹P(1
1>?。
 《QBgS1》 g 《1>?g{v 》 x
hiÝè，.û¦=Gn§¨©ò$§¬v¢ ５０ MNBÝ
»vÊ，ò$§¬èrÝB÷äKv¢ ２０１７ !W!Ü ４０％ ÝÊc， [
B ５００８３ ２ N。
 《ÓFR.±/05/¨ 》 Ýè， .ûR.³ð$§¬
PF¿À"4»L １２ l"Ý²A。
 《.±/0¨》，.ûR.³$§¬[§/0Bëf
\©-Ñ １ !。
.Ê/05/ååÝíî£ØB/.±xçn

·４４６·

>?789

７ $[+¬!P.q

[+óôò5/áâÝ1

，òØ

，.ºÄ(ágð7(1>?)§
!PÝ9xçn。ò>?Ý(1Âh。 $[+¬èrÝBI×²
《QBgS1》 èÝ1¨Á，
`!QÑ*bÂB.q
.ºÄð7¨óôÝ1>?，¹P(11>?。
 《QBgS1》 g 《1>?g{v 》 x
hiÝè，.û¦=Gn§¨©ò$[+¬v¢ ５０ MNB
Ý »vÊ，ò$[+¬*bÂBI×²v¢ ２０１７ !W!Ü ４０％ ÝÊc，
[B １０９２０５ ０７ N。
 《ÓFR.±/05/¨ 》 Ýè， .ûR.³ð$[+
¬PF¿À"4»L １２ l"Ý²A。
８ An'R¨ÃÄ-©、 n.³gÂ/Ñn¨³¶Vn»¼`a\Á
µ{。
９ A=Gn»¼VR»¼`a\Á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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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AIÙ Ñ§¨Á， kÄ¦¾.± !。=Gn³、n»¼b
`èa`，ïu&'IÙR³、 R»¼i61Ý~:j+gcdü， AI
Ù “¨ Ñ¨、¨ÑT¨、 ¨1IÒ¨ ” Ý/`be，
Ô~Ù P»Ã、üg?、q¨、 LÁ。 =Gn.± »*¨jkg'
R¨ÃÄ-jkbk>?， À÷òan.±Ý#Nµ{{，
ò.Iöå、.Å5/åØBù .±Ý !À=ÄnW， HwÙhÜ
Ýú5t¦.± !； =Gnhijkbùü¾n³、 n»¼j+Ý1
e# LÒSt， kÄ.±¸o¾)+、 p+x !， À=vÊgçn
W，Hh"òðÝú5， ºÄ{v¦¾.± !， u?pS “ïÁ、 ï、 ï
a、ïW”。
（»） ïuIÙ%Ù§¨Á，&'IÙn³、n»¼ÒSt/`j+。=
GÂ/Ñn¨³¶bïuIÙèÁgn³、 n»¼1/`j+， W
lm，6s，q¨， HwÙ Ý/`ú5， À÷µ{{B¾no， 
¡an.±¸oÒSt； bÀ÷Ón.±、 'R¨ÃÄ-x Ñ¸o*
¨jkÝJ]ß，wÄ， üVb， ò6%Ù(áÝ¦¾ !bÁ
)/ºÄß、 îWhijk， }ALÏò， Ã kÄ¤y¦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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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F，¼`ò5/、/0§xóôña¼fÄ.±/
01、g÷òð4 èÝbe。 5/óôbïuq 5/áâ
1¨，è,ù µ{， ºÄð7¨óô!PÝ1>?， Bc
HE§óôÝ§¿µ{。 §óôbÀ÷#Nµ{{， ºÄ(áçn，
ºÄ¿;.±óô、5/óôuASø， ò5/óô¼Sø@µ¼\©5/Ý， §
óôÀÍºÄV.± »*¨jk。 .±/0¤Ñ1IÒóôbwÙIÙQ
Ñ*þ，õr¤y>?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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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oÉdneB¬f （７２８ ） q¸ãþáÎø@/0
（２） ÷：/^Á]±efg、 /ãgþhij0æþáÎÍÎ、 &'/
¦x

（３） =©ÿî：=©6 １９９８ ! １ ".A，¬fV ２８ j，.ÊÁ １７９６５ 6Ñ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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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p+W'´¬oÉki.Ê(
·/0¬，ki¬U/0~)A.ÊáÎ、 ¦Jø.、 efg].、 ~7¦J、
/ãSâgk_½¾、A¨Sx，)+W ７ ·5/óô。
'QoÉ@Ì¾/Öh°¬a²´WlþB¾ñ¿)+/ãáÎ/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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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Ìl¡Ñ¨h°¬a²´WlþB¾Ào'g·.&Äm)+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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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ù
，=©Ý.Ê/ãáÎHIÝÚ0æhijgþÁ*+
ËÄ ＥＰＳ kÁ*+áÎJø， 0æhijgþÁ*+Jø*bI6=©*þ， ＥＰＳ k
Á*+JøI6.ÊiPg¦}jô。 l(1¥， 5$â/?PÁj)¸òÁÝ¦
/ù âH`Ñ。 ÝÅ、 )È=© ８ b １２ jÝãþ （³Ö ３ ２ ） ºZ （³Ö
３ ３ ） Ýíî(á，８ j、９ jãþIù ¡ÒÓÎ6， hij0æ¨uq，
Èÿh¿Óîp。~xP １０ ©¢£jô， hij0æPlQÈÿh1P«o×。
r １０ j、１１ jhij0æPlQýS¡1P«Ý`I， îpvy， È}A2。
r １２ jº¢oÝjô，Èÿhhijæç!P， ~xÇ¼!Phij0æ¹P«o
×Ýçn。)È=© ８ b １２ jÝãZ （³Ö） Ýíî(á， Zl2w-.!
¦¦7bk}ñ{Â，xbPk1Ý4´yzjh.uîpÝ{3¡， ZLM
Nãþ@¦bk`x°{¾!¦J°{!(°， ]|ÎWñ:J； ZÝ4´5
Óz´ÝGNÑV!hV¦j； Z)A|-}{~、 =ÐwG£I、 h
æ8、wË%=Ðlm¦x¥lA， å|!)AÚp|-。 ¦x
s7Z)A4ÓîpgZ3îpÝ¸， èýjô! ８ b １２ j¦/。 QËÄ
Z/efgEtKçÝ0W! ９ jÇ<， è¸Ýýjô! ９ jÝefg³Z。
ÊBåÝ|l(1¥O， efgoÈÿh'Baá， ËÄ ９ j(1l
vÝZÈ.®Bs7BXÝ¸。
{=©Ý(â÷W

（)） e2
。ÊåBå
ï¡efgo!¸wÝ!P， È`W=©Sþ¥½5Xs£。 ¦Bå
«(¡åg¶¹Ý!Pèê3¥îÝ¡´!îpå、 o=Ð¶QÝ
¡´，ËÄÍÄefgo!Phij¡´)ÈWê3îpÝ¡´!hij。 
Bå，Í#QUÁ»&¢O5BÈ.È2， !èËÜ， ò2«îù ëä，
ÊÙäËÜ，2«¼¸îhij0æ， ÞzîýÝ}~Þzî!ÍâÝü
¸îhij0æÝ¹， _âH/`ÄÝâ 。 äåëä （³Ö ２ ） ËÜÝ|， (
1,lÝ¡´Úhij， ¹!â/`Ñâ A^。 |¡ý&! ９ j¦/
efgoÝhij0æ，ý}~!Áj?/`Ýâ/1Ýâ 。
Ê ９ jefgo3£ÝÝ-.èefgoh4´¡-!P

３ ÏÐÕ¿ÓÔ

（³Ö ５） `W，TÄX! ２０１０ ! １１ " １５ # １４
& １５ )。QÊhiåBÝå （³Ö １ ２ ） èýÄX!Í# １４ & １４ )
{ÍÙÝðX©ÝT][

４ ÐÑÖÓÔÃwÀ×Ø

：ÊåBå （³Ö １ ２ ） gáâðXþÝ][ （³Ö ５ ）
¢Æ`SlÝ(¡à0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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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wåâ/P １０ j)¸¥ZQ¦/

，¦6.Hású5)âIÝ%|¡î£Ñ ９ jôwe
fgXs67oÎÝhij0æáÎÍÎô#， hijåîp}A¶l， ¦
6.±áâðXú5，４ B¼¸U,lrs， ÈÚ。 îpÝhijî¡©þ ９
j³ZÝÁÝ½5Xs£gefgoÝ!¸w。 ¦6½5Xs£Ú©¼8Ýü
lSþ«Â¦x¢ ９ j!QWo×， ½5Xs£Ýîpî¡efgoÝ!¸
w，ÃÄî¡¤jZÝ¦， ·Í， vË¨±Ý{tËþxî¡´， @A«
ÝY-=，È6 １５ Ä ４５ )«ÝSÇ=。 PðXþÝrs£ÔÕ«ÕF¡ ５５ )
ï， «6 １６ Ä ４０ )ýÂ，l<&jô*bpS¡ ５ j¢£。QVjî¡
ýþ，«YýÂ。PðX¾Ý¼2Bn£，l6 １８ Ä ３０ )¥¨rs。wOð
X¾ù©rs{gúrB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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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¼½¾¤

（１） âHB¾wåog，Ð¾9`，ÃÄ.HhÜXsú5，¹PâH|¾
¡S©£¼óvÝhij0æáÎÍÎo， hij0æåîp， î©þÝÁ
î¡=åo×bS§=©。
２０１０ !öö±OÝ 《:Õ`ÑB¾ì%²¨è 》 Q、 《.
±/01¨》 Ä、《QBgS1》 ÃÁ»5c
ùbeâHx:Õ`ÑB¾RIàÒÑì，` 《QBgS:Õ`Ñ9`å 》
O，Ñog`Ñ。
âHB¾.VÑ*óô@µ5/óôad:Õ`ÑâHÝ9`²Aå， ÃÄÑ*
óô@µ5/óôÇ.VâHB¾be:Õ`ÑâHÝ9`²Aå， âHÄ.¸
â/9`0HXs@"ú5， â/9`0è： P/`Q， ¼ìÚ
1^jÚùPQrþ； Pî-@µ-6éâH， âHÄ， 
Õà ５ Zno/Ñ9`。
（２） /0QGHIÝhij0æáÎÍÎ¼ÄA@j)¼ÄA。
0æhijÚÂürÝ.Êq¸áÎÍÎ， ¹tJáÚ¥.ÊáÎÍÎQÇJ
Ý，ÚÙáS.Êq¸4Ý0áÎÍÎ。 S.Ê/ãáÎÝ¼i4 b
e，I6.Êq¸/0ÝáÎÍÎÝîpð¸beÚ¼J6 Ｂ２ Ð。 r4 ， Ｂ２
Ð;Ýîpð¸beÀÍhÝð¸fü¢Ú¼¸¥â î。 |¹， ©¥îÝh
ij0æáÎÍÎ0æ¼Ä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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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â/0¾¾，jj9{)+，¹PIÙ¼S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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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g¦`Ñ，ßà»¼HÚ0t);*+?q¸/0h°¬gQ¯k¦h
°¬ù 5/。oÉÌl¡Ñ¨h°¬Uefg/0)+W'¬、 5/
þx；?q¸/0h°¬UáÎÍÎ)+W+·'óô。
《QBgS.Ê》 »ÁÃè©+óôU'+Ýj.Ê/0
p+WB，©+óôU'+Ýj.Ê/0j¢O¢)+Ý$%);p+
WB；»ÁÂè5/[+Ý， .Ê/0*þËÌÝ5/¦[+óô
B uA。rÔ(Ý5/[+óôoÉd.±[¬3UGh/0)+WoÉk
i.Ê(·/0¬。 »ÁÂÃÄè， ©)+óôU'+Ý/0Q)+，
r)+,oÉki.Ê(·/0¬3U/0jj)+Wá·óô5/， v`
jjýÂ，W¨_ =Ý ，W5/_ =Ý>?。
（２） 5/`Ñáâ¨Lo，!P|¹Ýú/,、úùW、MÄ5/Ý !
Ê 《.±/01¨》 Å：.±óô¼`òã、 ±[、 5/、
/0§xóôña¼fÄ.±/01、 g÷òð4 èÝbe，
¼`3ÄÃCèÝ/,。 Á： .±óôP§Æ¸5/ååÄ， ÀÍñê.
±/0hi5/ú5Ý²Î /Ý.±/0， .±óôÀÍB/
 f#ý １５ #，Uáå5/Ýú5¬.±/0GPÙÝúÐ¢oÙÑ
B»¼.± »*¨jk@µ'hijk.9。 5/âGÀ±wuuÝú5，
+,ðX±5，P.^¡uuÝ5/[öè/,O[öù 5/。 r¨=©.
±ú5ÐÚPh １５６ $®JÝíî£ù 5/，&À©*õòW（３） >?áâú5¼IÙ，¾vI=o½5£、!¸wxîÍÎ，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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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ôoÉdn.î³， GH¨aÅ/0[+óôoÉ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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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óô、5/óô、.±óô!P|¹Ý%º¿iJ。《QB
gS.Ê》 Q+Á5è， /0§óôÓ¥§/0Ý+óô¢º.
ÊÍÎ、.ÊÌÖg±.êÀóô¼`h%iJ@µ'¿iJ。 Ô{>?Q，
§óô、5/óô、.±óô¸!P¼ÄÃ¿Ý¸ð。
§¬ÿhïuq .±/01Á， .、 è5 /0
§，òwå5/ !.¸HhÜ;vÀ¢ò©， .ïuIÙ 《.±/01
¨》 Á5»cèÝ，P5/óôX¼\©¾5/Ýí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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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â¨Lo、

、.±*þóô!P¿iJ” Ýaá。
¼ijkò.ÊRâ§¨v， .¸ò/0+、 )+ýS§¿`I， ñvò5
/áâÝ§¿µ{，ò5/áâwåogxíî.¸ºÄ(áÈvw。 h¨jkò6
Ñ*óôo.9Ý5/óô、 §.¸ù µ{， ¹P5/óôÓ§!P “
óô” iJ。aáÔÕíîÝÀ©9， r(1>?Ý4hüºj)， vhi§¨j
kYÓ÷¤+,、(,Ý ，a¡>?¢¶(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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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9z

，üÚwåâ/Ý¾z`Ñ，
»Ú¸FÂerHIÝîÍÎ¼¸Eâ ÝÎWrîp。 2|ÊË\jÚoj¨
jkÝçn。üÚoj¼§¨， £j^3¶¼É， P@A=oIJKLÝÃÄj¶
ª8Soj，Z！»Úojjk¸¹， }ÎÝHÚ!Âe8， ¼fÄhi4
，_v¼Ú “2 ”，“« ” Ç¼ ！¢£!ü.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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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á)+óôÝ¾)+xíî
bºÄò©， <ÝGHÀ$ó， ¼¸~!Ú “óô ” ¢:Jbe。 5/[
+QÑò)+óôbù §¿¨，ºÄ(á>?，È'Sø。
5/óôbÀÀ=ò`ÑB¾Ýtìgogbe， ò:Õ`ÑB¾
Aù ì，ÈbeÍ.:Õ`Ñ9`²Aå， õrwåogÝ !。 ìÄ'
bÛõñV'õG，â÷9`¸，U>?(1Ý¸:SÇJ。
5/QÑbIÙò， *bÂB、 ÒÁ¨B¾À÷#N
1Ý§¿µ{，'ò6üDEð8=Ý5/`Ñ， ù áâ§¿、 c
¹，ºÄò© “+¾” !。
W¼Íh²A@jB¾¼Íh9`²AÝóô

２ T®ÄÅâáàáãäT®åæ

《.±/0§è》 º 《.±/0¨》，/0§óôÀ A
P5/ .5ò/0[+óô、 ¤)+óôÝ²´¤{Èña¤{.û， ÃÄ A
P5/5Ý#N¨，ò¾òS·÷òð4 Ý¼ !， ºÄò©È£ÝSø
ßW，ßWwÜÝ，b^_o.±óô， .±óô¼HÝ， bo1*¨
jk。ÍC，ül§jkÔp，[+óô¸¶g¼I#， 2ö!¶Ý§
ÏÌExp， Â¼`¼I。 G¢bÀ÷§jkÝ Á Ñ ± ã， õ r “õ O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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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qrç_º»èéTU_®Óå$

，á.±/0Ý1
。 AÀ÷ò³/、 Â//ÙÝ¤²， A- B{、 Sø、 ³/§Æ、 áâ³
²、§¿È{g¤² x0tÅ³/fF； òR§¸5/ååÝÂ//0，
A5/å§Æ、áâ²{g§¸5/ååx0tÅhifF。 »¼§¨j
kbÀ÷5/áPÝµ{nW，Ma<&，®iknq，ò “+¾”（¾zc½、 ¾
z`Ñ、¾òôL）、{ “+Õ”（Õ、Õ¾、Õ）、 “+c”（c/,、 c
ùW、cW），ò¾ !ù <Ê，À÷B Tí，IÙ§¿Ý。
４ êëì íîïð，ñòóÈP'fôõì ö÷
（１） 1¡)¸â1bå，L`¬z¬q，2Ú，dM¼bÆý?
ß)¸。（２ ） ©¸¢rY1ÄÀyo¿IX2©¸X、 *©¸X。（３ ） ¼¢
r\、£¤、¥©¢Sr\£、 £¤， ¼¥ðXB¾(c， m¢/`ºÄÒr。
（４） ¼} ©I¯XÝró、¦xm¡8A[äV©£。（５ ） ×¶vI
erü7¡fÏf/， Ç@i7@ÖÌÝ¦JV/(aørü， ¦1Òr
B¾ÎSw4。（６ ） l ÖÄÀáÕ¤d，|FÑV。
»¼*¨jkRùüè5/ååÝ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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